·118·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1年2月第33卷第2期 Int J Trad Chin Med, February 2011, Vol. 33, No.2

·实验研究·

小茴香挥发油对术后腹腔黏连的
预防作用探讨
滕光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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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峰峰

张琰

刘兴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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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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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小茴香挥发油对术后腹腔黏连的预防作用。方法 将 38 只雄性 SD 大鼠按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10 只）、手术对照组（14 只）及小茴香挥发油组（14 只）。假手术组只开腹，
后两组开腹后无菌干纱布摩擦大鼠盲肠蚓突部，以钳夹和刮伤腹壁法制作大鼠腹腔黏连动物模型。各组
于术后第 7 d、14 d 各处死一半动物，参考 Phillips 5 级分类法并结合本模型特点进行大体黏连程度分级
评分。结果 小茴香挥发油组第 7 d、14 d 大体黏连程度评分均明显低于手术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结论 小茴香挥发油可预防大鼠腹腔黏连形成。
【关键词】 小茴香；挥发油；腹腔黏连

Study on preventive effect of volatile oil extracted from Foeniculum vulgare Mill. Seeds on
postoperative intra-abdominal adhesions TENG Guang-shou*, WANG Cheng-guo, MAO Feng-feng,
*
ZHANG Yan, LIU Xing-you, YANG Peng, SHI Lei, LIU Man-ling.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angdu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volatile oil extracted from Foeniculum vulgare
Mill. Seeds on the formation of postoperative intra-abdominal adhesion. Methods Thirty-eihgt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ham operation group (10), operation group (14) and volatile oil treated group (14):
sham operation group was only operated by abdominal incision, the rest two groups were established animal
model of abdominal adhesion by rubbing the procussus vermiformis of cecum with dry sterile gauze, clamping
and scuffing abdominal wall. Half of rats were separately killed on day 7 and day 14 after surgery, respectively.
The degree of adhesion was evaluated according to Phillips 5-scale grade and the feature of this mode1. Results
The scores of intra-abdominal adhes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carbachol group than those in operation
group both on 7 d and 14 d（P＜0.01）. Conclusion Volatile oil extracted from Foeniculum vulgare Mill. Seeds
may take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evention of postoperative abdominal adhesion in rats.
【Key words】 Foeniculum vulgare Mill.Seeds；Volatile oil；Abdominal adhesion

腹腔黏连是腹部手术后的主要并发症之一，资
［1］

料显示

腹部手术后腹腔黏连的发生率达 90%，约
［2］

5%的患者发生黏连性肠梗阻

。黏连是人体对损伤

术后肠胀气

［3］

，以减少肠梗阻。小茴香含有多种

挥发油，其主体成分为反式茴香脑、爱草脑、小
茴香酮和柠檬烯成分

［4 ］

，加热后挥发油极易释放，

和缺血组织的一种修复反应，但过度黏连会导致严

致使空气中弥漫着香味。据此推测，加热可促使

重并发症肠梗阻。目前防止腹部术后腹腔黏连的方

小茴香挥发油释放，通过透皮吸收入体内，减少

法和措施较多，但腹腔黏连和肠梗阻仍时有发生，

肠黏连和梗阻。为此，本实验通过建立肠黏连动

开发新的防治腹腔黏连药物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物模型，予以小茴香挥发油干预，探讨小茴香挥

临床上常用热炒的小茴香外敷脐部治疗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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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油对术后腹腔黏连的预防作用。
1
1.1

材料与方法
实验动物：健康雄性 SD 大鼠 38 只，平均体

学唐都医院普外科（王成果），实验动物中心（毛峰峰），病理

重（210±10）g，由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生理教研室（刘曼玲）

提供（陕医动字第 10-02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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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实验用药：小茴香（产于甘肃玉泉）挥发油
［4］

的制备采用水蒸气同步蒸馏法提取精油

，以标

件处理，结果以( x

± s )表示，采用 F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准水蒸气蒸馏装置连续蒸馏 500 g小茴香粗粉 5 h，
结果

用正己烷液萃取 5 次后用无水硫酸钠（Na2SO4）

2

干燥，蒸馏除去多余溶剂，得到 13.5 g小茴香挥发

2.1

油（产率为 2.7%）。

状态差、活动少，假手术组和挥发油处理组偶有

术后一般情况比较：术后 12 h 各组大鼠一般

动物分组：将 38 只大鼠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

进水、进食，手术组不进水食。术后 24 h，手术

假手术组（10 只）
、手术对照组（14 只）及挥发油

对照组大鼠一般状态差、活动少，进少量水和食

（小茴香）组（14 只）
。术前 12 h 禁食、不禁水。

物，另外两组活动增加，进较多水和食物。术后

造模方法：假手术组的 10 只大鼠开腹后不做

48 h，各组大鼠一般状态尚可，活动增加，饮水和

处理直接关腹。其余 28 只大鼠用 2%戊巴比妥钠

进食已基本接近正常。术后 72 h，各组大鼠一般

（30 mg/kg）腹腔注射麻醉，仰卧位固定大鼠，常

状态、活动、饮水和进食基本正常。

规备皮、消毒、铺无菌巾，于下腹部正中逐层入

2.2

腹，切口长约 2 cm，寻至盲肠轻缓提出，用无菌

肠蚓突盲端无增厚。②手术对照组盲肠增厚变形，

干纱布摩擦盲肠蚓突部至点状出血，面积为 2 cm×

与周围组织形成的黏连带多较粗，需锐性分离，

1 cm。然后用眼科镊搔刮、止血钳钳夹左侧腹壁

14 只大鼠均出现腹腔黏连，其中 10 只形成了III

各 5 次，以促进黏连形成，同时尽量避免伤害其

级及以上黏连。③小茴香挥发油组盲肠偶见增厚，

他组织。将盲肠回纳腹腔后，0 号丝线逐层关腹。

形成的黏连带细小，钝性即可分离，黏连面积小，

完毕后手术对照组不做其他处理，小茴香挥发油

9 只大鼠出现腹腔黏连，没有III级及以上黏连。

组以小茴香挥发油外敷脐部，50 mg/kg，3 次/d。3

④假手术组、手术对照组、小茴香挥发油组第 7 d

组分别于术后第 7 d、14 d 各处死一半动物。

黏连程度评分不同，手术对照组＞小茴香挥发油

1.3

1.4

1.5
法

黏连程度分级评定：根据Phillips的 5 级分类

［5 ］

：0 级，浆膜面修复良好，无黏连，计 0 分；

黏连程度评分比较：①假手术组无黏连，盲

组＞假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8.28＞
F0.01(2,6)，P＜0.01）；第 14 d各组黏连程度评分也不

I级，经摩擦的蚓突盲端与周围组织的黏连面积占

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4.52＞F0.01(2,6)，P＜

经摩擦蚓突盲端浆膜面面积＜20%，无黏连带形

0.01），见表 1。

成，计 1 分；
Ⅱ级，上述部位间的黏连面积为 20%～
40%或面积虽＜20%，但有 1 条黏连带，计 2 分；

3

结语

III级，上述部位间的黏连面积为 40%～60%或虽

腹腔黏连发生取决于纤维蛋白的形成。手术

面积＜40%，但有 2 条黏连带，计 3 分；Ⅳ级，上

早期，胃肠运动减慢，局部组织受损、缺血，腹

述部位间的黏连面积≥60%或虽面积＜60%，但有

膜发生防御性炎症反应，肿瘤坏死因子、白介素

3 条及以上黏连带或盲肠与腹壁直接黏连，计 4 分。

等炎性介质增多，致纤溶作用受到抑制，纤维蛋

1.6

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应用 SPSS12.0 统计软
表1

组别
假手术组
手术对照组
挥发油组

第 14 天

分级

(只)

。

三组大鼠腹腔黏连程度分级评分( x ± s )
第7天

鼠数

5
7
7

［6-8］

白在细胞外沉淀增多，黏连组织形成

0

1

2

3

4

5
0
2

0
0
4

0
1
1

0
5
0

0
1
0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1，与手术对照组比较，bP＜0.01

评分
0
3.02±0.47a
0.86±0.31ab

分级
0

1

2

3

4

5
0
3

0
2
3

0
1
1

0
3
0

0
1
0

评分
0
2.43±0.79a
0.79±0.8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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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lperitoneal fibrinolytic response to elective surgery. Br J Surg，

小茴香为伞形科植物茴香的干燥成熟果实，
具有散寒止痛、理气和胃的功效，常用于寒疝腹
［9］

痛、食少吐泻

等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药理研

1995，82（3）：414.
［2］

王吉甫. 胃肠外科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512-520.

［3］

杨秀平. 小茴香干热敷防治术后腹胀. 广西中医药，2009，32
（4）：44.

［10］

究表明

，辛味药可调节胃肠平滑肌运动，改善

［4］

血流变，抗血栓形成及抗炎、抑制组织异常增生；
与辛味功效密切相关的物质多为植物挥发油、苷

其成分比例的影响. 时珍国医国药，2008，19（11）：2598-2600.
［5］

Phillips RK，Dudley HA. The effect of tetracycline lavage and
trauma on visceral and parietal peritoneal ultrastructure and

类、生物碱，为小茴香挥发油预防术后腹腔黏连提
［11，12］

何金明，肖艳辉，邬静灵. 炮制方法对小茴香精油提取率及

adhesion formation. Br J Surg，1984，71（7）：537-539.

，小茴香可降低

［6］

Vural B，Cantiirk NZ，Esen N，et a1. The role of neutrophils in the

肝纤维化大鼠肿瘤坏死因子的分泌，减少肝纤维

［7］

张平，杜晓宏，杨斌. 聚已内酯隔离膜防止大鼠术后腹腔黏连

供了药理学依据。研究表明

formation of peritoneal adhesions. Hum Reprod，1999，14（1）
：49.

化大鼠胶原纤维沉淀，有抗肝纤维化作用；以此
推测，小茴香挥发油预防术后腹腔黏连的机制可

作用的研究.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2006，13（2）
：194.
［8］

surgical workload and economic impact of bowel obstruction caused

能与减少炎性介质释放、降低纤维蛋白在细胞外

by postoperative adhesions. Br J Surg，2003，90（11）
：144.
［9］

沉淀有关。
小茴香挥发油主要成分有促渗作

用，易透皮吸收入体内，据此将提取的小茴香挥

［10］ 许晓玉. 中药药理学.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5-6.
［11］ 刘玉平，许晏，甘子明，等. 小茴香对实验性肝纤维化大鼠
细胞因子 TNF-α的影响.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8，31（4）
：

发油制成适当剂型外用，将方便使用又减少药材
的浪费。挥发油处理后，第 7 d、14 d 黏连程度评分
均明显低于手术对照组，且未见 III 级以上的黏连，
表明小茴香挥发油对术后腹腔黏连有预防作用。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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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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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27 日，韩国知识经济部“R&D 战略

弃。新药开发，需数 10 亿至数百亿日元的资金，开发

企划团”表示，今后 3 年，韩国政府与民间机构，计划

时间多在 10 年以上，投资风险大，贷款方也很少。有

投入 7000 亿韩元，资助“天然动植物与矿物药”的研

时即使能看到基础研究有望成功，但因资金问题会将该

发，期望 2020 年 1000 兆韩元规模的世界医药市场上，

研究项目藏而不用。该“开发新药的风险投资企业”自

能带来 10 兆韩元销售回报。2009 年世界生物医药市场

2009 年 7 月成立以来，先后为 7 家公司投入了共约 250

规模达到 7900 亿美元。美国天然药物方面的临床实验

亿日元的新药研发经费（http://www.yomiuri.co.jp/）
。

研究为 7 项，欧洲为 5 项。韩国政府将于 2011 年 4 月
末着手天然动植物与天物的新药研发，计划 2014 年研
发完毕（http://www.mjmedi.com/）。

2010 年 11 月 25 日，由韩国保健福祉部与庆尚南
道共同举办的纪念《东医宝鉴》发行 400 周年的“2013
山清世界传统医药博览会”，将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日本官方及民间共同投资的
基金，首次向“开发新药的风险投资企业”投资。投资

10 月 19 日 ， 在 东 医 宝 鉴 村 及 韩 医 医 疗 基 地 举 行
（http://www.akomnews.com/）
。

额最多为 50 亿日元，致力于生物领域的新药开发。不
少企业虽拥有世界领先技术，但会因为资金不足而放

（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情报研究室
徐俊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