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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红芪水煎剂对糖尿病大鼠肾脏的保护作用 
Protective effects of the Danggui Hongqi decoction on kidneys of diabetic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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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当归红芪水煎剂对糖尿病大鼠肾脏的保护作用。方法：将 72 只 Wistar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12 只，

其余 60 只大鼠，给予一次性大剂量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STZ）复制糖尿病模型。造模成功后将糖尿病大鼠随机分为厄贝沙坦组

（给予 17.5mg•kg-1•d-1灌胃），当归红芪低剂量组(给予 1.8g•kg-1•d-1灌胃），当归红芪中剂量组(给予 3.6g•kg-1•d-1灌胃），当归红芪

高剂量组（给予 7.2g•kg-1•d-1 灌胃），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每组 12 只。4 周后测空腹血糖（FBG）；用代谢笼留大鼠

24h 尿，考马斯亮蓝 G-250 法测定 24h 尿蛋白含量（24 h Upro）；解剖大鼠，取双肾，称重，计算肾脏指数；采用 HE 染色观察各

组大鼠肾组织的病理变化。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FBG、24 hUpro、肾重指数均明显升高（P＜0.01）。与模型组比

较，当归红芪中、高剂量组空腹血糖有不同程度的降低（P＜0.05）；西药组及三个当归红芪组 24 h Upro 均有所下降（P＜0.05）；

西药组及当归红芪中、高剂量组肾重指数明显下降（P＜0.05）；西药组及当归红芪中、高剂量组肾脏病理变化较轻（P＜0.05）。

结论：当归红芪水煎剂可以降低 DM 大鼠的血糖、减少蛋白尿、减轻肾脏病理损害，从而可以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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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effeccts of the Danggui Hongqi decoction on kidney of experimental diabetic rats. Methods: 72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12, the remaining 60 rats were administered bolus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streptozotocin (STZ) diabetic copy. Later, successful modeling of diabetic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irbesartan group (given 

17.5mg•kg-1•d-1 orally), Danggui Hongqi low dose group (given1.8 g•kg-1•d-1 orally), Danggui Hongqi dose group (given 3.6 g•kg-1•d-1 

orally), Danggui Hongqi high dose group (given 7.2 g•kg-1•d-1 orally), model group (given normal saline orally), each 12. Four weeks after 

fasting blood glucose (FBG) was done, with 24h urine of rats, and Determinating 24h urinary protein (24h Upro); dissect rats for kidneys, 

weighing, calculating kidney index; HE staining for renal tissue pathological chang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of rats 

FBG model group, 24hUpro, kidney weight index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danggui hongqi 

middle and high dose groups have different levels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 lowering(P＜0.05). Western medicine group and three Danggui 

Hongqi 24h Upro group had decreased(P＜0.05); Western medicine group and Danggui Hongqi middle dose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kidney weight index(P＜0.05); Western medicine group and Danggui Hongqi middle dose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 mild were found renal pathological changes (P＜0.05). Conclusion: Danggui Hongqi decoction can reduce the blood sugar, reduce 

proteinuria, in DM rats can relieve kidney pathological damage, and can delay the progress of diabetic nephr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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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脏损害是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 严

重的并发症之一，肾小球细胞外基质（Extra Celluar Matrix，

ECM）过度聚积、肾小球基底膜和肾小管基底膜增厚是其主要

的病理特征[1]。前期研究表明，中药当归补血汤（当归、黄芪）

能明显抑制高糖条件下肾小球系膜细胞（GMC）增殖，及其细

胞中核转录生长因子表达的增加，从而发挥预防和治疗肾小球

硬化，延缓糖尿病肾病进展的作用[2]。因此本次试验准备进一

步观察，当归红芪水煎剂对链脲佐菌素（STZ）诱导的 DM 大

鼠肾脏的影响，探讨它对 DM 大鼠肾脏的有效作用。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SPF 级雄性 Wistar 大鼠 72 只，5～6 周龄，体重（200±20） 

g，由甘肃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2 实验药物、试剂 

当归、红芪（1︰5）水煎剂（每毫升药液含 1 g 生药），由

甘肃中医学院药学院提供；厄贝沙坦（安博维）由赛诺菲安万

特（杭州）制药有限公司提供,产品批号：4A294；链脲佐菌素

（STZ）由美国 sigma 公司提供，产品批号：B57377；蛋白质

定量测试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产品批号：

A045-2；苏木精染液由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产品批号：ZLI-9610。 

1.3 主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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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Accu-Chek Active [Model Gc] 型罗氏血糖仪；日本

UV-2401pc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深圳博大精科 TKY-BMB 型石

蜡包埋机；德国 RM-2135 型切片机；日本 BX-60OLYMPUS

荧光照相显微镜。 

2   实验方法 

2.1 动物模型的建立 

SPF 级 Wistar 大鼠 72 只，正常饲养 1 周后，随机留取 12

只作为正常对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其余 60 只大鼠

禁食不禁水 12 h后，一次性大剂量腹腔注射 STZ，50 mg•kg-1(溶

于 0.1 mol•L-1 柠檬酸缓冲液中，pH4.5，浓度 1%)，正常对照

组注射相当体积的柠檬酸缓冲液。72 h 后取尾静脉血，测空腹

血糖≥16.7 mmol•L-1，提示达到 DM 成模标准。剔除因造模死

亡大鼠 6 只、血糖不达标大鼠 1 只，共剩余成模 DM 大鼠 53

只。 

2.2 实验分组 

所有 DM 大鼠以体重编号，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厄

贝沙坦组（按 17.5 mg•kg-1•d-1 给药），当归红芪低剂量组（按

1.8 g•kg-1•d-1给药），当归红芪中剂量组（按 3.6 g•kg-1•d-1 给药），

当归红芪高剂量组（按 7.2 g•kg-1•d-1给药），模型组（给予等量

生理盐水灌胃），连续给药 4 周。 

2.3 标本采集与指标检测 

于给药第 4 周末，测空腹血糖并用代谢笼留取大鼠 24 h

尿液，离心（3000 r•min-1）15min 后，取上清液，考马斯亮蓝

G-250 法测定 24 h 尿蛋白含量；解剖大鼠，取出肾脏，去包膜，

用预冷的生理盐水洗净，滤纸拭干，称重并计算肾脏指数，单

位 mg•g-1体重；取左肾，放入 10%福尔马林溶液内固定，取材，

脱水，石蜡包埋，制片，HE 染色后观察肾脏病理变化。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统计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  果 

3.1 当归红芪（1︰5）水煎剂对 DM 大鼠空腹血糖、24 h 尿蛋

白定量、肾重指数的影响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FBG、24 h Upro、肾重

指数均明显升高（P＜0.05）。与模型组比较，当归红芪中、高

剂量组空腹血糖有不同程度的降低（P＜0.05）；西药组及三个

中药组 24 h Upro 均有所下降（P＜0.05），当归红芪中剂量组

较为明显，但与西药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西

药组及当归红芪中、高剂量组肾重指数明显下降（P＜0.05），

但当归红芪中、高剂量组与西药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 1。 

表 1   当归红芪水煎剂对大鼠 FBG、24hUpro、肾重指数的影响   （ ） 

组别 n 
空腹血糖

（mmol/L） 

24h 尿蛋白

(mg/24 h) 

肾重指数 

(mg/g) 

对照组 12 4.92±0.68 12.43±3.63 3.06±0.53 

模型组 10 23.14±3.53* 53.12±15.50* 6.16±1.07* 

西药组 11 21.74±4.38* 34.42±10.78*# 4.96±0.52*# 

中药低 11 22.98±5.13* 40.83±11.29*# 5.33±0.69* 

中药中 11 18.10±4.02*# 33.86±7.38*# 4.67±1.13*# 

中药高 10 17.84±3.38*# 38.70±9.65*# 5.11±0.27*#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 

3.2 对 DM 大鼠肾脏病理形 的影响    

HE 染色显示，正常对照组肾小球结构完整，未见肥大，

肾小球基底膜未见增厚，肾小管无扩张；模型组可见肾小管扩

张，胞浆溶解，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变性，个别肾小球体积增

大，肾小球基底膜轻度增厚，个别细胞可见细胞核固缩；中药

低剂量组可见个别肾小球体积增大，有红染，肾小管腔欠完整；

中药高剂量组可见肾小管上皮细胞脱落，细胞浆溶解；西药组

及中药中剂量组肾小球结构基本完整，肾小管无扩张。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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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组 DM 大鼠肾组织病理变化（×100） 

4   讨  论 

糖尿病肾脏损害主要病变在肾小球及肾脏微动脉，随病情

进展可继发肾小管上皮细胞空泡变性、肾小管基底膜增厚、肾

间质单个核细胞浸润及晚期肾间质纤维化等间质病变[3]。近年

来，研究者发现中药可通过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和促使其凋亡

等，从而延缓肾脏疾病的进展[4]。糖尿病肾病据其临床表现多

归属于中医学“消渴”“水肿”“尿浊”等范畴，主要病机为

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本虚为脾肾亏虚，标实主要责之于 血、 

 

 

水湿、浊毒三者，而 血贯穿了病变的始终，是导致肾脏损害

的主要因素[5]。当归、红芪是中医补血、活血、益气的常用药 

物，当归有补血调经、活血止痛等作用, 其主要成分为多糖、

阿魏酸、挥发油等；红芪系多序岩黄芪的干燥根，与黄芪同科

异属，它有补气固表、利尿消肿等功效，红芪中含有众多的生

物活性物质，如氨基酸、有机酸、谷甾醇、红芪多糖、微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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