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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茴香提取物干预骨质疏松性大鼠骨折后的血管生成

文题释义：

红茴香提取物：是一种具有消炎镇痛功效的中药制剂，其注射液经化学成分鉴定分析发现主要是黄酮类化合物，含量最高的是槲皮素。槲

皮素被报道是一种骨骼保护药物，具有促进血管生成的作用。

核因子E2相关因子1(NF-E2-related factor 2，NRF1)：是CNC(Cap’n’collar)家族成员，NRF1表达水平上调可能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诱导的血管

生成有关。有报道称红茴香的乙醇提取物治疗小鼠肾损伤时可以提高小鼠肾脏中NRF2 mRNA的表达水平。

摘要

背景：红茴香提取物是一种具有消炎镇痛和活血化瘀等功效的中药制剂，其乙醇提取物对大鼠软组织损伤具有显著疗效，而红茴香是否对

骨质疏松性骨折具有治疗效果尚未报道。

目的：探讨红茴香提取物对骨质疏松性骨折大鼠血管生成的保护作用及可能机制。

方法：①体内实验：应用去势法和闭合性骨折法建立骨质疏松性骨折大鼠模型。36只健康雌性SD大鼠随机选取30只分为假手术组、模型

组和红茴香提取物组(建模后给予0.05 mL/kg红茴香提取物)，每组10只，其余6只纳入空白对照组。采用双能X射线和三点弯曲力学试验法

检测大鼠股骨骨密度值和股骨弹性段终点载荷；苏木精-伊红染色法测定骨痂组织血管数量和血管面积；ELISA法检测血清中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碱性成纤细胞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一氧化氮水平。②体外实验：对人微血管内皮细胞进行药物干预，分为对照组、红

茴香提取物(50，100或200 mg/L)组、Vector+二甲基亚砜组、NRF1过表达组、LY294002(10 μmol/L)组和NRF1过表达+ LY294002组。MTT法检

测人微血管内皮细胞增殖；Transwell法检测人微血管内皮细胞迁移率；血管生成实验检测人微血管内皮细胞血管生成；Western blot法检

测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NRF1，PI3K，p-PI3K，AKT和p-AKT蛋白表达，ELISA法检测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细胞生

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一氧化氮水平。

结果与结论：①红茴香提取物改善了骨质疏松大鼠股骨骨密度和最大负荷(P < 0.05)，增加骨痂组织中血管数量、血管面积和血清中血管形

成相关因子水平(P < 0.05)。②红茴香提取物能促进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NRF1、p-PI3K和p-AKT蛋白表达(P < 0.05)，促进人微血管内皮细胞增

殖、迁移率、血管生成和血管形成相关因子水平(P < 0.05)，NRF1过表达可起到相同作用，但LY294002处理可逆转NRF1过表达的作用。③结

果说明，红茴香提取物可能通过提高NRF1蛋白表达、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对骨质疏松性骨折大鼠血管生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红茴香提取物；骨质疏松；骨折；人微血管内皮细胞；NRF1；PI3K/AKT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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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实验

细胞实验

(1) 空白对照组；
(2) 假手术组；

观察指标：
(1) 大鼠骨骼组织形态学观察；
(2) 股骨骨密度和生物力学指标；
(3) 血管生成相关指标。

(1) 对照组；
(2) 红茴香提取物组；
(50，100，200 mg/L 处理 )
(3)Vector+ 二甲基亚砜组；
(4)NRF1 过表达组；
(5)LY294002 组；
(6)NRF1过表达+ LY294002组。

观察指标：
(1) 细胞增殖和相关细胞因子

水平；
(2) 细胞中 NRF1、磷酸化 PI3K
和 AKT 蛋白表达水平；
(3)NRF1/PI3K/AKT 通路对细胞

中相关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

雌性 SD 大鼠建立骨质

疏松性骨折大鼠模型

人微血管内皮细胞

(3) 模型组；
(4) 红茴香提取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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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预计到 2050 年中国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人数将增加

到 599 万
[1]
。首次骨质疏松性骨折后再骨折风险会提高至少

20%，为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2]
。骨折的修复和再

生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过程，大致分为血肿期、骨痂期 ( 软

骨痂和硬骨痂期 ) 以及重建期。在骨断裂初期，血管被破坏，

软组织发生损伤，巨噬细胞和血小板释放细胞因子募集干细

胞到骨折处，诱发血肿和炎症反应；在骨痂期，骨折线周围

干细胞会逐渐分化为软骨细胞并形成软骨痂，血管被募集，

长出愈伤组织，为合成代谢提供营养、生长因子以及破骨和

成骨细胞等
[3-5]

。研究表明在此期间，血管形成和成骨具有

耦合关系，二者共同促进骨折愈合
[6-7]

：一方面是骨细胞分

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等促血管生成因子，触发包括血管内皮

细胞、软骨细胞、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在内的细胞群产生信

号应答
[8]
；另一方面是骨血管内皮细胞释放可以作用于软骨

细胞和成骨细胞谱系的细胞因子
[5]
。

红茴香提取物是一种中药制剂，具有消炎镇痛和活血化

瘀等功效
[9]
。有研究发现，红茴香的乙醇提取物对大鼠软组

织损伤具有显著疗效
[10]
。此外，红茴香注射液的成分鉴定结

果显示其主要有效成分是黄酮类化合物，含量最高的是槲皮

素
[11]
，槲皮素是一种骨骼保护药物，具有促进血管生成的作

用
[12]
。而红茴香提取物对骨折的治疗及机制没有相关报道。

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1(NF-E2-related factor 2，NRF1) 是
CNC(Cap’n’collar) 家族成员，NRF1 表达水平上调可能与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诱导的血管生成有关
[13]
。而先前的报道显示，红

茴香的乙醇提取物在肾损伤小鼠中促进NRF2 mRNA的表达
[14]
。

因此，推测红茴香提取物可能与骨折后 NRF1 调节的血管形

成有关。磷脂酰肌醇 3- 激酶 (phosphoinositide 3-kinases， 

PI3K)/ 蛋白激酶 B (protein kinase B， AKT) 是最重要的细胞内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extract of Illicium henryi is a Chinese herbal preparation with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c properties and invigora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stasis. Its ethanol extract has markedly curative effect on rat soft tissue injury. However, there is yet no report on whether Illicium henryi has therapeutic 
effect on osteoporotic fracture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Illicium henryi extract on angiogenesis in osteoporotic fracture rats and to clarify its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1) In vivo experiments: A rat model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 was prepared using castration method and closed fracture method. A total of 36 
healthy female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selected, 30 of which were randomized into sham, model, and treatment groups, with 10 rabbits in each group, 
and the remaining 6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Each ra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0.05 mL/kg Illicium henryi extract after modeling. The 
dual-energy X-ray and three-point bending mechanics methods were used to detect femoral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the end-point load of the femoral 
elastic segment.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number and area of blood vessels in bone calluses.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serum 
levels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and nitric oxide. (2) In vitro experiments: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were given drug intervention. Treated cell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Illicium henryi extract (50, 100, or 200 mg/L) groups, 
Vector+dimethyl sulfoxide group, NRF1 overexpression group, LY294002 (10 μmol/L) treatment group, and NRF1 overexpression+LY294002 treatment group. 
MTT, Transwell, and angiogenesis assay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rate and angiogenesis of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respectively. Western blot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NRF1, PI3K, p-PI3K, AKT, and p-AKT proteins in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and nitric oxide in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Illicium henryi extrac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maximum load of the femur in osteoporotic rats 
(P < 0.05), and increased the number and area of blood vessels in the callus tissue, and the serum levels of angiogenesis-related factors (P < 0.05). (2) Illicium 
henryi extract promoted the expression of NRF1, p-PI3K and p-AKT proteins in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P < 0.05), and increased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giogenesis, and angiogenesis-related factor expressions of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P < 0.05). Overexpression of NRF1 had the same 
effects, but LY294002 treatment reversed the effects of NRF1 overexpression. (3) To conclude, Illicium henryi extract can promote angiogenesis in osteoporotic 
fracture rats by 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of NRF1 protein and activating the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Key words: Illicium henryi; osteoporosis; fracture;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NRF1; the PI3K/AKT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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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之一，被报道在骨折愈合中显著激活
[15-16]

。除此之外，

PI3K 通路还在发育过程正常血管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具

有 PI3K 激酶死亡 p110α 催化亚基的胚胎会出现血管缺陷。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对内皮细胞的刺激导致细胞内 PI3K 通路的

激活，这对细胞迁移很重要，而 AKT 的持续内皮激活诱导结

构异常血管的形成
[17]
。在此研究中，采用去势法和闭合性骨

折法构建了骨质疏松性骨折大鼠模型，通过注射红茴香注射

液干预骨折大鼠以及血管内皮细胞，在体内和体外水平探究

红茴香提取物对骨质疏松性骨折大鼠血管形成和对人微血管

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并探究其具体的作用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随机对照动物实验 + 细胞学实验观察。多组间样

本均数相比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细胞增殖采用多因素方差

分析，组间样本均数两两相比采用 Student’s t 检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3 月在河南

省中医药大学 SPF 级实验动物中心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动物   30 只 SPF 级雌性 SD 大鼠，鼠龄 12 周左右，

体质量 230-270 g，购自河南省中医院，动物生产许可证号：

SYXK( 豫 )2019-0009。所有动物均在河南中医药大学实验动

物中心室内饲养。环境温度控制在 (22±3) ℃，湿度 45%-

60%，采用昼夜节律 12 h 间隔照明，大鼠分笼饲养，实验期

间保证自由进食。

动物实验经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伦理

委员会批准 ( 批准号为 HNZYY-2019007)。实验过程遵循了国

际兽医学编辑协会《关于动物伦理与福利的作者指南共识》

和本地及国家法规。实验动物在麻醉下进行所有的手术，并

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疼痛、痛苦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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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主要试剂与仪器   红茴香提取物 (Illicium henryi，IH)

注射液，规格：每支 2 mL/0.1 g，批号：20150827，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 Z33020931，购自浙江泰康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细胞生长因子和血小板衍

生生长因子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试剂盒购自上海联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

鼠一氧化氮 ELISA 试剂盒购自上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trigel 基底胶和 Transwell 小室购自上海 Corning 公司；

苏木精和伊红染色液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兔多克隆 NRF1

抗体购自英国 Biorbyt 公司；兔单克隆 PI3K 和磷酸化 PI3K 

(p-PI3K) 购自美国 CST 公司；兔多克隆 AKT、磷酸化 AKT 

(p-AKT) 和 β- 肌动蛋白 (β-actin) 抗体和 HRP 标记的兔抗鼠酶

标二抗购自英国 Abcam 公司；慢病毒空载体 Vector 和慢病

毒过表达 NRF1 载体 (LV-NRF1) 购自生工生物工程 ( 上海 ) 股

份有限公司；PI3K 抑制剂 LY294002 购自美国 MedChemex-

press 公 司； 噻 唑 蓝 [3-(4,5-Dimethylthiazol-2-yl)-2,5-diphen-

yltetrazolium bromide，MTT] 染色液购自北京 BioTeke 公司；

ECL 发光液购自美国 Thermo 公司。血管生成载玻片购自德

国 IBIDI 公司；酶标仪购自美国 ELX800 公司；凝胶成像分析

仪购自广州瑞丰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1.4   实验方法   

1.4.1   动物实验

(1) 动物模型制备及给药：根据之前的报道通过去势法

和闭合性骨折法构建骨质疏松性骨折大鼠模型
[18-19]

。具体如

下：将 36 只大鼠随机选取 20 只进行双侧卵巢切除术，其余

16 只随机选取 10 进行假手术仅暴露卵巢不摘除，作为假手

术组，剩余 6 只作为空白对照组。观察 4 周后，通过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检测各组大鼠骨密度，确认骨质疏松模型构建

是否成功。将建模成功的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和红茴香提取

物处理组 ( 红茴香提取物组 )，每组 10 只。对模型组和红茴

香提取物组大鼠用 3% 戊巴比妥钠腹腔注射麻醉，从大鼠右

侧股骨中段处纵形切开皮肤，切口约 2 cm，暴露并固定股骨，

在股骨干中段约 1/3 处锯断成横行骨折，再用直径为 1.5 mm

的克氏针逆行刺入骨折近端后从后侧的股骨大转子处穿出 , 

使用生理盐水冲洗并缝合伤口，观察 2 周。红茴香提取物组

大鼠建模 2 周后腹腔注射红茴香提取物 0.05 mL/kg，1 次 /d，

持续 12 周；假手术组和模型组大鼠手术 2 周后皮下注射同

体积的生理盐水，持续 12 周。

(2) 检测大鼠股骨骨痂骨密度：给药结束后大鼠注射

过量麻醉剂安乐死，取股骨骨折端的骨痂组织长为 1 cm 左

右，使用双能 X 射线吸收扫描仪测骨密度，划定中心区域，

运用小物体扫描模式 ( 分辨率为 1.0 mm×1.2 mm，扫描速度 

50 mm/s，扫描宽度 2.0 cm) 进行扫描记录。

(3) 检测大鼠股骨生物力学：骨密度值测定结束后，取

各组骨质疏松大鼠右侧股骨，放于三点弯曲试验生物力学测

试机，找股骨中点为施压点，在骨折处加压，加压速度为 

2 mm/min，使用计算机记录和计算股骨最大载荷。

(4) 组织学观察：采取苏木精 - 伊红染色法，大鼠处死

后取股骨骨折处骨痂组织，用 40 g/L 多聚甲醛固定 48 h，

使用乙醇脱水，二甲苯透明，石蜡浸润包埋，使用切片机

将其切成 5 μm 左右薄片，将切片放入 45 ℃ 恒温箱烘干，

二甲苯脱蜡，乙醇脱水，使用苏木精溶液染色切片 5 min，

用流水冲洗 10 s，滴加 1% 盐酸乙醇和 1% 氨水乙醇在切片

上各停留 15 s，使用蒸馏水冲洗后加入 1% 伊红染液染色 

3 min，经梯度乙醇脱水后，使用二甲苯使切片透明后，使用

中性树胶封固。光镜下选取各组骨折处结缔组织 8 个高倍视

野拍照，观察大鼠骨骼病理组织学变化，并观察新生血管情

况，计数各组 8 个高倍视野中新生血管数
[20]
。 

1.4.2   细胞实验

(1) 细胞培养及处理：参考之前的报道选取人微血管内

皮细胞进行血管生成的体外研究
[21]
。人微血管内皮细胞购

自美国 ATCC 细胞库。细胞使用胰酶消化后按 1 ∶ 3 进行传

代，使用含体积分数 10% FBS 的 DMEM 培养液将细胞培养在 

37 ℃体积分数 5% CO2 的恒温培养箱中。将传代至第 3 代的

人微血管内皮细胞接种于 96 孔板中 (5×103
细胞 / 孔，100 μL/ 

孔 )，对照组细胞加入等体积生理盐水；红茴香提取物组

分别以 50，100 和 200 mg/L 质量浓度的红茴香提取物孵育

细胞 72 h 后进行各项检测。Vector+ 二甲基亚砜组细胞在

培养液中加入等体积空载体和 0.1% 二甲基亚砜培养 48 h； 

LV-NRF1 组细胞于 5 μg LV-NRF1 转染 48 h；LY294002(PI3K 抑

制剂 ) 组细胞培养液中加入 10 μmol/L LY294002 培养 24 h；

组织工程实验动物造模中的相关问题

造模目的 探讨红茴香提取物对骨质疏松性骨折大鼠血管生成的保护作用及

可能机制 

模型与所研究

疾病的关系

所建立模型为去势骨质疏松性骨折大鼠模型，所研究疾病为骨质

疏松性骨折 

动物品系 SPF 级雌性 SD 大鼠购自河南省中医院 

造模技术描述 (1) 建立骨质疏松性大鼠模型：手术摘除大鼠卵巢后快速缝合伤口，

观察 4 周。

(2) 建立骨质疏松性骨折大鼠模型：麻醉骨质疏松模型大鼠，从大

鼠右侧股骨中段处纵形切开皮肤，切口约 2 cm，暴露并固定股骨，

在股骨干中段约 1/3 处锯断成横行骨折，再用直径为 1.5 mm 的克

氏针逆行刺入骨折近端后从后侧的股骨大转子处穿出，使用生理

盐水冲洗并缝合伤口

动物数量及

分组方法

将 36 只大鼠随机选取 30 只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和红茴香提取

物组，每组 10 只，其余 6 只作为空白对照组

造模成功评价

指标

双能 X 射线骨密度仪检测大鼠骨密度，确认骨质疏松模型构建是

否成功 

造模后实验

观察指标

①大鼠骨骼组织形态学观察；②股骨骨密度和生物力学指标

造模后动物

处理中的用药

红茴香提取物组大鼠建模 2 周后腹腔注射红茴香提取物 0.05 mL/kg，

1 次 /d，持续 12 周；假手术组和模型组大鼠手术 2 周后皮下注射同

体积的生理盐水，持续 12 周。给药结束后大鼠注射过量麻醉剂安乐

死，取股骨骨折端的骨痂组织长为 1 cm 左右，进行相关指标检测

伦理委员会

批准

实验方案经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

准 ( 批准号为 HNZYY-2019007)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Vol 27｜No.31｜November 2023｜5031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www.CJTER.com

研究原著

LV-NRF1+ LY294002 组细胞转染 5 μg LV-NRF1(100 μL/ 孔 ) 后加

入 10 μmol/L LY294002(100 μL/ 孔 ) 培养 24 h，细胞处理结束

进行下一步检测。 

(2) MTT 法检测人微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在细胞培养的

第 0，24，48和 72 小时分别加入 20 μL MTT，于 37 ℃孵育 4 h，

吸出培养液并加入 150 μL 二甲基亚砜，待结晶全部溶解后，

使用酶标仪检测 A 值， 检测波长为 490 nm。

(3)Transwell 实验：用 1 ∶ 8 稀释后的 Matrigel 基底胶包

被 Transwell 小室的上室面，置于 37 ℃培养箱中 30 min 使其

形成凝胶。将细胞以 2×104
细胞 / 孔的浓度接种到 Transwell

小室。在下室中加入含体积分数 10% 胎牛血清的 DMEM

液 500 μL。放入 37 ℃培养箱中培养 24 h，用磷酸盐缓冲液

冲洗 3 次，用棉签擦拭上室内多余细胞，用 95% 甲醇固定 

15 min，使用 0.1% 结晶紫染色 20 min。将 Transwell 小室移

至显微镜下拍照，记录随机 6 个视野内细胞比例。

(4) 人微血管内皮细胞血管生成实验：将融化后的

Matrigel 基质胶铺于 ibidi 血管生成载玻片的下孔中，凝胶之

后将 105
人微血管内皮细胞接种到血管生成载玻片的上孔中，

孵育 24 h 后拍照并进行分析。使用 AngioSys 2.0 图像分析软

件 (Cellworks, Buckingham，UK) 对总小管长度、连接和小管

数量进行定量分析。

(5)ELISA 法检测大鼠血清和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血管形

成相关因子水平：在药物干预的最后一天采集大鼠血清并收

集细胞培养液上清。使用 ELISA 法按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碱

性成纤细胞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一氧化氮试剂

盒说明书检测血清和细胞培养液上清中上述指标的水平。

1.4.3   Western blot 法检测细胞中 NRF1/PI3K/AKT 通路蛋白

表达   使用 RIPA 裂解液裂解组织和细胞并提取总蛋白，使用

BCA 试剂盒测定样品蛋白浓度。电泳结束后用蛋白转膜仪将

蛋白转印至 PVDF 膜上，用 5 % 脱脂牛奶将膜封闭 1 h，TBST

洗膜完成后，用一抗 NRF1(1 ∶ 1 000 稀释 )、PI3K (1 ∶ 500

稀释 )、p-PI3K(1∶ 500稀释 )AKT (1∶ 1000稀释 ) 、p-AKT (1∶ 

1 000 稀释 ) 和 β-actin (1 ∶ 1 000 稀释 ) 4 ℃孵育过夜，TBST

洗膜，加入 HRP 标记的兔抗鼠酶标二抗 (1 ∶ 2 000 稀释 ) 室

温孵育 2 h，洗膜完成后在 ECL 中显色。目的蛋白表达水平 =

目的蛋白条带灰度值 / 内参 β-actin 条带灰度值。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大鼠骨骼组织形态学观察；②股骨骨

密度和生物力学指标；③血管生成相关指标；④人微血管内

皮细胞增殖和相关细胞因子水平；⑤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

NRF1、磷酸化 PI3K 和 AKT 蛋白表达水平；⑥ NRF1/PI3K/AKT

通路对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相关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

1.6   统计学分析   所有研究数据均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结果数据均以 x-±s 表示，数据呈正态分布。多组

间样本均数相比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细胞增殖采用多因素

方差分析，组间样本均数两两相比采用 Student’s t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文章的统计学方法已经河南

省中医药大学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动物实验结果   

2.1.1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实验过程大鼠无脱失，36 只大鼠

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2.1.2   红茴香提取物对各组大鼠骨骼组织形态学的影响   苏

木精 - 伊红染色实验结果显示，空白对照组和假手术组可见

大量成熟骨组织，骨小梁生长旺盛，交错排列呈网状；模型

组见大量纤维组织，骨小梁稀疏纤细，间隙增宽，排列紊乱，

骨密质变薄；与模型组比较，红茴香提取物组骨小梁变粗变

密，骨密质增厚，骨小粱结构紧密，骨的连续性好，骨密质

较厚且均匀，见图 1。

图注：空白对照组和假手术组可见大量成熟骨组织，骨小梁生长旺盛，

交错排列呈网状；模型组骨小梁稀疏纤细，排列紊乱，骨密质变薄；与

模型组比较，红茴香提取物组骨小梁变粗变密，骨小粱结构紧密，骨密

质较厚且均匀

图 1 ｜各组大鼠骨骼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图 (×200)
Figure 1｜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of rat bone tissue in each group (×200)

空白对照组            假手术组              模型组            红茴香提取物组

2.1.3   红茴香提取物对各组大鼠股骨骨密度和生物力学指标

的影响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假手术组大鼠的骨密度和股骨

最大负荷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与假手术组相比，

模型组大鼠骨密度和股骨最大负荷明显降低 (P < 0.05)；与模

型组相比，红茴香提取物组大鼠骨密度和股骨最大负荷明显

升高 (P < 0.05)，见表 1。此外，苏木精 - 伊红染色结果分析

显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假手术组大鼠的血管数量和血管

面积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

大鼠的血管数量和血管面积显著减少 (P < 0.05)；而红茴香提

取物组的大鼠的血管数量增多，血管面积增大 (P < 0.05)，与

假手术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见表 2。

表 2 ｜各组大鼠骨痂组织的血管数量和血管面积                       (x-±s，n=10)
Table 2 ｜ The number and area of blood vessels in callus tissue of rats in 
each group

组别 血管数量 ( 个 ) 血管面积 (μm2)

空白对照组 18.1±2.7 7 135.0±798.9
假手术组 17.4±3.6 7 053.2±1 022.6
模型组 8.5±2.1a 2 147.8±840.1a

红茴香提取物组 15.2±3.3b 6 834.9±1 156.3b

表注：与假手术组比较，
a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

表 1 ｜各组大鼠股骨骨密度指标和生物力学分析                       (x-±s，n=10)
Table 1 ｜ Bone mineral density index and biomechanical analysis of the 
rat femur in each group

组别 骨密度 (mg/cm2) 最大负荷 (N) 

空白对照组 120.6±5.1 69.03±4.30
假手术组 121.5±4.6 68.14±3.20
模型组 106.7±3.9a 37.82±2.65a

红茴香提取物组 119.5±4.1b 64. 37±3.50b

表注：与假手术组比较，
a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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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红茴香提取物对各组大鼠血管生成的影响   ELISA 实验

结果表明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假手术组大鼠血清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碱性成纤细胞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一

氧化氮水平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与假手术组相比，

模型组大鼠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细胞生长因子、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一氧化氮水平明显降低 (P < 0.05)；与

模型组相比，红茴香提取物组大鼠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碱性成纤细胞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一氧化氮水

平明显升高 (P < 0.05)，见表 3。

2.2.2   红茴香提取物对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 NRF1、磷酸化

PI3K 和 AKT 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红茴香提

取物组细胞中 NRF1、p-PI3K 和 p-AKT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

(P < 0.05)，且 2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NRF1、p-PI3K和 p-AKT

蛋白表达水平高于 50 mg/L 和 100 mg/L 组，见图 2。

表 4 ｜红茴香提取物处理后第 0，24，48 和 72 小时各组人微血管内皮
细胞增殖                                              (x-±s，n=6)
Table 4 ｜ Proliferation of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at 0, 24, 
48 and 72 hours after treatment with Illicium henryi extracts

组别 0 h 24 h 48 h 72 h

对照组 0.35±0.04 0.83±0.07 1.47±0.12 1.95±0.15
50 mg/ 红茴香提取物组 0.34±0.05 0.95±0.05 1.79±0.18a 2.36±0.29a

1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 0.38±0.04 1.03±0.11 2.15±0.15ab 2.67±0.31ab

2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 0.42±0.06 1.12±0.09a 2.23±0.21ab 3.04±0.27abc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与 5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比较，

bP < 0.05；与

1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比较，
cP < 0.05

表 5 ｜红茴香提取物处理 48 h 后各组人微血管内皮细胞迁移率和血管
形成分析                                              (x-±s，n=6)
Table 5 ｜ Analysis of angiogenesis and migration rate of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in each group after treatment with 
illicium henryi extract for 48 hours

组别 细胞迁移 (%) 血管分支长度 (μm)

对照组 25.7±3.5 5 092±951
50 mg/ 红茴香提取物组 35.3±3.2a 6 415±1 058a

1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 48.5±5.1ab 7 342±1 274ab

2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 52.4±4.7abc 8 206±1 163abc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与 5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比较，

bP < 0.05；与

1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比较，
cP < 0.05

表 6 ｜红茴香提取物处理 48 h 后各组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血管形成相
关因子水平比较                                        (x-±s，n=6)
Table 6 ｜ Comparison of the levels of angiogehesis-related factors in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in each group after treatment with 
Illicium henryi extract for 48 hours 

组别 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 (ng/L)
碱性成纤细胞

生长因子 (ng/L)
血小板衍生生

长因子 (ng/L)
一氧化氮
(μmol/L)

对照组 32.45±4.27 3.61±0.45 12.36±1.50 1.54±0.28
50 mg/ 红茴香提取物组 37.18±3.26a 4.57±0.62a 16.25±2.31a 1.82±0.65a

1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 45.67±4.32ab 5.28±1.10ab 18.67±1.75ab 2.16±0.62ab

2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 52.48±6.19abc 6.13±0.92abc 21.56±1.90abc 2.53±0.70abc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与 5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比较，

bP < 0.05；与

1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比较，
cP < 0.05

表 3 ｜各组大鼠血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细胞生长因子、血
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一氧化氮水平                                   (x-±s，n=10)
Table 3 ｜ The levels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and nitric oxide in serum of 
rats of each group

组别 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 (μg/L)
碱性成纤细胞

生长因子 (ng/L)
血小板衍生生

长因子 (ng/L)
一氧化氮
(μmol/L)

空白对照组 3.08±0.23 57.15±6.27 321.98±15.73 29.05±2.34
假手术组 3.14±0.42 56.45±7.21 325.24±16.50 28.67±3.54
模型组 1.68±0.27a 35.16±5.25a 261.36±21.45a 16.14±2.36a

红茴香提取物组 2.93±0.25b 52.74±6.43b 312.47±19.52b 26.49±2.68b

表注：与假手术组比较，
a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

2.2   细胞实验结果   

2.2.1   红茴香提取物对人微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相关细胞因

子水平的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红茴香提取物组人微血管内

皮细胞增殖和迁移率明显升高 (P < 0.05)，且 200 mg/L 红茴

香提取物组人微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迁移率大于 50 mg/L 和
100 mg/L 组；不同质量浓度的红茴香提取物处理人微血管内

皮细胞 48 h 后血管分支长度明显升高 (P < 0.05)，且 2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细胞血管分支长度大于 50 mg/L 和 100 mg/L 

组，见表 4，5。此外，与对照组相比，红茴香提取物组细

胞培养液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细胞生长因子、血

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一氧化氮水平明显升高 (P < 0.05)，且 

2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升高的幅度最大，见表 6。

2.2.3   NRF1/PI3K/AKT 通路对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相关细胞因

子水平的影响   ①与 Vector+ 二甲基亚砜组相比，PI3K 抑制

剂 LY294002 处理组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 p-PI3K 和 p-AKT 蛋

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 (P < 0.05)，而 NRF1 蛋白表达水平没有

明显变化 (P > 0.05)，细胞增殖和迁移率明显降低 (P < 0.05)，

人微血管内皮细胞血管分支长度明显降低 (P < 0.05)，且细胞

培养液上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细胞生长因子、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一氧化氮水平明显降低 (P < 0.05)； 

LV-NRF1 组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 NRF1、p-PI3K 和 p-AKT 蛋白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 (P < 0.05)，细胞增殖和迁移率明显升高 

(P < 0.05)，人微血管内皮细胞血管分支长度和细胞培养液

蛋
白
相
对
表
达

A B 对照组
5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
1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 
2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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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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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 A 为蛋白电泳图，1：对照组；2-4：分别为 50，100，2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B 为蛋白水平直方图，与对照组相比，aP < 0.05，bP < 0.01；
与 50 mg/L 红茴香提取物组比较，cP < 0.05；与 100 mg/L 红茴香提取物

组相比，dP < 0.05
图 2 ｜红茴香提取物孵育后各组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 NRF1，p-PI3K，
t-PI3K，p-AKT 和 t-AKT 蛋白表达

Figure 2 ｜ The expression of NRF1, p-PI3K, t-PI3K, p-AKT and t-AKT 
proteins in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in each group after 
treatment with Illicium henryi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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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细胞生长因子、血小

板衍生生长因子和一氧化氮水平明显升高 (P < 0.05)；②与

LY294002 组相比，LV-NRF1+LY294002 组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

p-PI3K 和 p-AKT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 (P < 0.05)，而 NRF1

蛋白表达水平没有明显变化 (P > 0.05)，细胞增殖和迁移率明

显升高 (P < 0.05)，人微血管内皮细胞血管分支长度和细胞

培养液上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细胞生长因子、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一氧化氮水平明显升高 (P < 0.05)；③

与 LV-NRF1 组相比，LV-NRF1+LY294002 组人微血管内皮细胞

增殖和迁移率明显降低 (P < 0.05)，人微血管内皮细胞血管分

支长度和细胞培养液上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细

胞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一氧化氮水平明显降低 

(P < 0.05)。见图 3，表 7-9。

3   讨论   Discussion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骼结构破坏、骨骼组

织恶化和骨骼强度下降等为特征的代谢性骨骼疾病，可极大

增加骨折风险
[1]
。近年来，骨质疏松性骨折在老年人群中日

益增加，给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造成很大影响
[22]
。由于女性患

者绝经后雌性激素分泌下降，导致骨质流失加速，女性骨质

疏松性骨折患者普遍多于男性
[2]
。因此，此次实验采用去势

法摘除雌性大鼠卵巢，再折断股骨建立了骨质疏松性骨折大

鼠模型。骨折愈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包括炎症反应、

血管生成、骨痂形成和骨骼重塑
[23]
，其中，血管生成是骨折

愈合中最为关键的因素，骨形成中血管生成起着供给氧气和

营养物质、排除细胞废物和传导生物学信号的重要作用
[24]
。

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的骨折愈合相对较慢甚至会出现骨折不

愈合的风险，因此急需临床药物干预
[23]
。

以往的报道显示，红茴香的叶子、果实和根茎都具有一

定的毒性，其毒性成分为莽草素
[25]
。红茴香提取物注射液是

红茴香根茎提取物的水溶液，在临床上也多次被报道注射过

量后患者出现癫痫样发作
[26]
、心律失常等症状

[27]
。浦天仇等

[28]

对红茴香注射液的毒理研究结果显示，红茴香注射液的 LD50

为 70 mL/kg( 小白鼠，腹膜内注射 )。因此，此次研究中，使

用市售的低浓度红茴香提取物注射液 0.05 mL/kg，每天 1 次

的干预骨质疏松性骨折大鼠 12 周，结果发现大鼠股骨密度

和最大负载明显提高，并且大鼠血清中血管形成相关因子 (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细胞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生长

因子和一氧化氮 ) 水平明显提高，推测红茴香提取物对骨质

疏松性骨折大鼠的血管形成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NRF1 和 NRF2 均属于核因子 ( 红细胞衍生 ) 相关因子，

NRF2 主要在癌细胞中表达，用于调控药物对正常细胞的

保护作用，NRF1 比 NRF2 的保护效果更佳
[29]
。有研究显示

NRF1 表达水平上调可能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诱导的血管生

成有关
[13]
。还有研究显示红茴香的乙醇提取物在肾损伤小鼠

中可促进 NRF2 的 mRNA 表达
[14]
。而 NRF2 基因敲除降低了

缺血性视网膜病变小鼠的血管生成
[30]
。在此次研究中，使用

人微血管内皮细胞建立细胞模型，研究红茴香提取物对血管

内皮功能的影响。结果显示，红茴香提取物干预细胞后，细

胞增殖、迁移率、血管生成相关细胞因子水平明显提高；此

外，还发现红茴香提取物可以明显提高细胞内 NRF1、p-PI3K

表 7 ｜ NRF1/PI3K/AKT 通路对各组人微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的影响
(x-±s，n=6)

Table 7 ｜ The effect of NRF1/PI3K/AKT pathway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of each group

组别 0 h 24 h 48 h 72 h

载体 + 二甲基亚砜组 0.36±0.05 0.85±0.06 1.52±0.11 2.01±0.17
LY294002 组 0.34±0.04 0.65±0.07a 1.03±0.12a 1.48±0.15a

LV-NRF1 组 0.35±0.05 1.05±0.13a 2.05±0.17a 2.74±0.28a

LV-NRF1+LY294002 组 0.33±0.03 0.81±0.07bc 1.41±0.09bc 1.86±0.20bc

表注：与载体 + 二甲基亚砜组比较，
aP < 0.05；与 LY294002 组比较，

bP < 0.05；与

LV-NRF1 组比较，
cP < 0.05

表 8 ｜ NRF1/PI3K/AKT 通路对各组人微血管内皮细胞迁移和血管形成的
影响                                                 (x-±s，n=6)
Table 8 ｜ The influence of NRF1/PI3K/AKT pathway on the migration and 
angiogenesis of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of each group

组别 血管分支长度 (μm) 细胞迁移 (%)

载体 + 二甲基亚砜组 5 260±1 041 28.7±2.5
LY294002 组 4 350±1 132a 15.3±2.1a

LV-NRF1 组 8 447±1 369a 52.4±4.9a

LV-NRF1+LY294002 组 4 951±1 172bc 27.5±3.5bc

表注：与载体 + 二甲基亚砜组比较，
aP < 0.05；与 LY294002 组比较，

bP < 0.05；与

LV-NRF1 组比较，
cP < 0.05

表 9 ｜ NRF1/PI3K/AKT 通路对各组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血管形成相关因
子的影响                                             (x-±s，n=6)
Table 9 ｜ Effect of NRF1/PI3K/AKT pathway on the levels of  angiogenesis-
related factors in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of each group

组别 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 (ng/L)
碱性成纤细胞生

长因子 (ng/L)
血小板衍生生

长因子 (ng/L)
一氧化氮
(μmol/L)

载体 + 二甲基亚砜组 31.5±4.6 3.2±0.6 13.5±1.8 1.62±0.25
LY294002 组 21.7±4.1a 1.7±0.5a 8.4±0.5a 0.95±0.05a

LV-NRF1 组 58.9±7.2a 4.9±1.1a 21.4±2.3a 2.48±0.74a

LV-NRF1+LY294002 组 29.4±5.6bc 2.3±0.4bc 11.8±1.4bc 1.43±0.30bc

表注：与载体 + 二甲基亚砜组比较，
aP < 0.05；与 LY294002 组比较，

bP < 0.05；与

LV-NRF1 组比较，
cP < 0.05

图注：图 A 为蛋白电泳图，1：载体 + 二甲基亚砜组；2：LY294002 组；3：
LV-NRF1 组；4：LY294002+LV-NRF1 组；B 为蛋白水平直方图，与载体 +
二甲基亚砜组相比，aP < 0.05，bP < 0.01；与 LY294002 组比较，cP < 0.05，
dP < 0.01；与 LV-NRF1 组相比，eP < 0.05，fP < 0.01
图 3 ｜各组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 NRF1，p-PI3K，t-PI3K，p-AKT 和 t-AKT
蛋白表达

Figure 3 ｜ The expression of NRF1, p-PI3K, t-PI3K, p-AKT, and t-AKT 
proteins in huma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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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AKT 蛋白表达，这与之前的报道相一致，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依赖的 PI3K/AKT 信号通路的激活可以促进血管生成
[31]
。

除此之外，报道显示血管内皮细胞中 NRF1 上调与 AKT 信号

通路的活化密切相关
[13]
，因此推测，红茴香提取物可能通

过提高血管内皮细胞中 NRF1 水平活化 PI3K/AKT 信号通路，

从而促进血管生成。为了验证这一猜测，此次实验还使用

PI3K 通路抑制剂 LY294002 对血管内皮细胞进行了干预，结

果显示 LY294002 干预后，人微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迁移率

明显降低，血管形成相关细胞因子水平明显降低；而过表达

NRF1 后实施 LY294002 干预与单独进行 LY294002 干预相比，

NRF1、p-PI3K 和 p-AKT 蛋白表达明显提高，人微血管内皮细

胞细胞功能明显改善。

综上所述，此次研究发现红茴香提取物对骨质疏松性

骨折大鼠血管形成有促进作用。此外，红茴香提取物可能通

过提高人微血管内皮细胞中 NRF1 蛋白表达水平，活化 PI3K/

AKT 通路，促进人微血管内皮细胞血管形成。研究为骨质疏

松性骨折愈合药物开发和治疗靶点的发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

依据。但体内调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此次研究只探究

了红茴香提取物通过 NRF1/ PI3K/AKT 通路的调节作用，并不

能确定红茴香是否会通过其他途径调节骨折愈合。因此，在

以后的研究中有望探究红茴香中的化合物单体对骨折愈合的

作用，以及其是否通过多种途径调节骨折愈合。研究为开发

红茴香临床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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