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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甲蓝+牛磺胆酸钠联合逆行胰胆管注射法
制备重症急性胰腺炎大鼠模型
吉九威，赵海平，胡文秀，杨丽敏，王飞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胰脾外科 A 区（呼和浩特 010059）

【摘要】 目的 研究亚甲蓝+牛磺胆酸钠联合逆行胰胆管注射法制备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大鼠模型的应
用价值。方法 选取 SPF 级 SD 大鼠 90 只，雌雄各半，采用拆信封法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C 组）、牛磺胆酸钠
组（ST 组）及亚甲蓝+牛磺胆酸钠组（MBST 组），分别经胰胆管逆行注射 0.9% 生理盐水、牛磺胆酸钠+DAPI 荧光
剂及亚甲蓝+牛磺胆酸钠+DAPI 荧光剂的混合液，分别从穿刺成功率、胰腺组织坏死程度、胰腺病变范围及胆、肠
漏发生率 4 个方面比较各组间的差异。结果

① 穿刺成功率在 MBST 组明显高于 ST 组（P=0.003）和 NC 组

（P=0.006），ST 组和 NC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82）。② 在 MBST 组和 ST 组的胰腺坏死程度随着时间的
延长越来越重（P<0.050）；在 12、24 和 48 h 3 个时间点时 MBST 组胰腺坏死程度均较 ST 组严重（P<0.050）。③
MBST 组的胰腺病变范围评分明显高于 ST 组（P=0.003）。④ MBST 组的胆、肠漏发生率明显低于 NC 组
（P=0.008）和 ST 组（P=0.004）。结论 亚甲蓝+牛磺胆酸钠联合逆行胰胆管注射法制备 SAP 大鼠模型可以提高胰
胆管穿刺成功率、加重胰腺组织的坏死程度、扩大胰腺组织的病变范围、降低胆、肠漏率，可为 SAP 基础研究提供
较为稳定的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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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value of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rat model induced by retrograde

pancreatic duct infusion of methylene blue in combination with sodium taurocholate. Methods The SPF 90 SD rats, 45
male rats and 45 female rats of them,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 group (NC group), sodium taurocholate
group (ST group) and methylene blue in combination with sodium taurocholate group (MBST group), which were
retrogradely infused with the 0.9% normal saline, sodium taurocholate plus DAPI, and methylene blue plus sodium
taurocholate plus DAPI respectively into the pancreatic duct. The success rate of puncture, degree necrosis of pancreas
tissue, range of pancreatic lesions, and the incidence of bile or intestinal leakage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three groups.
Results ① The success rate of puncture in the MBS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T group (P=0.003)
and the NC group (P=0.006), which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 group and the NC group (P=0.782). ②
The necrosis degree of pancreas tissues in the MBST group and ST group became more and more severe with the
extension of time (P<0.050), which in the MBST group was more serious than that in the ST group (P<0.050). ③ The
range of pancreatic lesions in the MBS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T group (P=0.003). ④ The
incidence of bile or intestinal leakage in the MBS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C group (P=0.008) and
the ST group (P=0.004). Conclusions

Retrograde pancreatic duct infusion of methylene blue in combination with

sodium taurocholate can improve success rate of puncture, aggravate necrosis degree of pancreatic tissue, increase l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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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pe of pancreatic tissue, and reduce rate of bile or intestinal leakage, which can provide a stable animal model for basic
research of SAP.
【Keywords】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animal model; sodium taurocholate; methylene blue

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对照组、牛磺胆酸钠组和亚甲蓝+牛磺胆酸钠组，

SAP）发病急且病情重，特别是合并肝、肺、脑等脏

每组 30 只，每组再依次随机分为 12、24 及 48 h 3

器病变时病死率极高，预后不佳，成为临床较为棘

个亚组，每个亚组 10 只大鼠。

手的问题，针对 SAP 的基础性研究仍是当今研究的

1.2.2 模型制备及标本处理

热点问题。因此，对 SAP 动物模型的要求不断提

过程严格无菌。实验大鼠术前 12 h 禁食，不禁水。

高，需要一个稳定、重复性好、成模率高及致病因

采用 10% 水合氯醛腹腔注射麻醉（3.3 mL/kg）。待

素与临床病因相似的动物模型，其是探寻 SAP 发病

麻醉满意后将大鼠固定于手术台，腹部术区备皮，

机制、病理生理变化及其治疗方法的基础。自 1980

常规乙醇消毒铺巾。取上腹正中切口长约 3 cm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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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器械消毒，操作

年 Aho 等 首次报道了通过逆行胰胆管注射牛磺胆

腹，显露十二指肠，将十二指肠顺时针翻转，暴露

酸钠成功制备 SAP 大鼠模型以来，因此方法具有成

胰腺背侧，手术灯光照向胰腺背侧，从胰腺腹侧辨

模率和存活率高、稳定性好等优点，且病变符合临

认胆管系统及十二指肠乳头（图 1a）；显微止血夹

床病变特征，故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认可，但其不

暂时阻闭肝门部胆管，用棉签钝性分离胰头，暴露

足之处在于大鼠的胰胆管直径小、寻找胰胆管开口

胰胆管-十二指肠汇合部，于乳头开口处十二指肠

及注射牛磺胆酸钠困难、操作繁杂、对操作者技术

对系膜缘肠壁无血管区作为穿刺点，用直径 0.3

熟练度要求高、胆漏和肠漏发生率高、病变常局限

mm 穿刺针头与肠管壁成 10° 角刺入十二指肠壁

在胰头而胰体及胰尾部组织病变表现不明显。因

内，调整穿刺针方向平行于胰胆管，经乳头部插入

此，关于 SAP 大鼠模型的建立需不断地创新、改良

胰胆管内约 5 mm（此处一般无主胰管）；显微止血

和发展。本研究应用亚甲蓝作为示踪剂进行逆行

夹封闭胰胆管十二指肠开口端，穿刺针连接 1 mL

胰胆管注射牛磺胆酸钠造模，探究此法在大鼠 SAP

注射器，以 0.3 mL/min 的速度匀速向胰胆管内注入

模型中的应用价值。

药液，剂量为 2 mL/kg。其中 NC 组注射 0.9% 生理
盐水，ST 组注射 5% 牛磺胆酸钠+3 μL DAPI 荧光

1 材料与方法

剂，MBST 组注射 5% 牛磺胆酸钠+ 0.1 mL 亚甲蓝

1.1 主要实验材料

注射液+ 3 μL DAPI 荧光剂（图 1b）。注药完毕后 5

SPF 级 SD 大鼠 90 只（购自辽宁

min，MBST 组大鼠的分支胰胆管被逐渐清晰地显

长生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雌雄各半，体质量

示出来，同时在药液分布区域可见胰腺组织充血水

为 280～320 g，鼠龄 60～70 d。

肿（图 1c），注药后 10 min，胰胆管内的亚甲蓝逐渐

1.1.1 实验动物

牛磺胆酸钠，购自北京索莱宝科

被吸收（图 1d），然后去除肝门部胆管及乳头处显

技有限公司，使用前用灭菌注射水稀释配制成浓度

微血夹，8-0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8”字缝合肠壁穿刺

为 5% 的溶液；水合氯醛，购自成都市科隆化工试

口，用 5 mL 注射器抽取温盐水冲洗穿刺口及乳头

剂厂，使用前用灭菌注射水稀释配制成浓度为 10%

部位；5 min 后用 pH 试纸蘸取穿刺口周围肠壁及

的溶液；DAPI 荧光剂，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亚

乳头部组织液，与标准卡比色，判断是否出现肠漏

甲蓝注射液，购自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4% 甲

或胆漏（比色后呈现碱性，则认为出现肠漏或胆

醛固定液，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

漏）；干纱布擦净腹腔内冲洗液及渗液，检查无活

1.1.2 实验试剂

显微止血夹，购自宁波医用

动性出血后逐层关腹。术毕背部皮下注射 5 mL 生

缝针有限公司；可吸收性外科缝线，购自上海浦东

理盐水补液。大鼠苏醒后禁食，可饮水，分组进行

金环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pH 试纸，购自上海

饲养。每组大鼠于穿刺成功后分别于 12 h、24 h 及

馨晟试化工科技有限公司；1 mL 和 5 mL 注射器；

48 h 采用断头法处死，完整切除大鼠胰腺组织，4%

HE 染色相关试剂、设备等。

甲醛固定备用。以上所有操作均由同一名术者完

1.2 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

成。

1.1.3 其他实验物品

1.2.1 动物分组

实验 SD 大鼠购回后适应性喂养

1 周，随后按照拆信封法随机分配成 3 组，即正常

1.3 SAP 模型纳入与排除标准
1.3.1 纳入标准

① 穿刺过程中无肉眼可见胰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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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胰腺正常解剖及亚甲蓝+牛磺胆酸组大鼠模型的胰腺

a：在灯光下辨认胰胆管；b：MBST 组注射药液后胰胆管清晰可见；c：MBST 组注射药液后 5 min 可见分支胰管显影，药液周围的胰
腺组织充血水肿明显；d：MBST 组注射药液后 10 min 亚甲蓝逐渐被吸收，胰腺出现散在出血点
表 1 胰腺病变光镜下的评分标准

穿透性损伤；② 无胰腺及其被膜损伤；③ 无胰腺
及穿刺部位活动性出血；④ 穿刺口及乳头周围无

病理状态

胆漏或肠漏；⑤ 操作过程中无其他器官组织的副

水肿

评分

损伤；⑥ 大鼠在处死的各时间点仍然存活。对符

正常

0

合以上全部条件的大鼠纳入研究范围。

小叶间隔局灶性扩张

1

小叶间隔广泛性扩张

2

管穿透性损伤；② 穿刺十二指肠后针头脱出或反

腺泡间隔扩张

3

复穿刺；③ 有胰腺及其被膜损伤；④ 有胰腺及穿

细胞间隔扩张

4

① 穿刺过程中有肉眼可见的胰胆

1.3.2 排除标准

刺部位活动性出血且按压止血后仍有出血；⑤ 穿

炎症细胞（炎性细胞数/高倍视野）

刺口及乳头周围有胆漏或肠漏；⑥ 操作过程中有

无

0

其他器官组织的副损伤；⑦ 在处死的各时间点大

1～10

1

鼠已经死亡。对符合以上任何一条的大鼠均不纳

11～20

2

入研究范围。

21～30

3

>30 或小脓肿形成

4

1.4 观察指标
1.4.1 穿刺成功率

符合以下全部条件者则认为穿

刺成功：① 穿刺过程中无胰胆管穿透性损伤；②
无胰腺及其被膜损伤；③ 无胰腺及穿刺部位活动
性出血；④ 穿刺口及乳头周围无肠漏及胰漏；⑤
操作过程中无其他器官组织的副损伤。计算 3 组
的穿刺成功率。

腺细胞坏死（坏死细胞数/高倍视野）
无

0

0～4

1

5～10

2

11～16

3

>16

4

出血

取各组术后 12、24 及 48 h 时存活

1.4.2 坏死程度

大鼠的胰腺体部标本，常规 HE 染色后，采用盲法

无

0

有出血

1

由专科医师在光镜下阅片。每张切片随机选择 10
个高倍视野（×200），观察胰腺组织的病理变化，并

1.4.4 胆、肠漏率

注射药液且缝合穿刺口后，用

参照 Schmidt 等 的镜下评分法（表 1）对胰腺病理

温盐水冲洗穿刺口及乳头部位 5 min 后用 pH 试纸

变化进行评分，计算 3 组在各时间点时的平均分

蘸取穿刺口周围肠壁及乳头部组织液，与标准卡比

数。

色呈现碱性，则认为肠漏或胆漏发生，计算 3 组的

[2]

1.4.3 病变范围

分别取 ST 组及 MBST 组在 24 h

时的胰头、胰体、胰尾组织做成冰冻切片，每张切

总体胆、肠漏率。

1.5 统计学方法

片随机选择 5 个高倍视野（×200），在荧光显微镜下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观察评分，每个视野若见荧光分布则计 1 分，同一

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两样本均数

只大鼠最高 15 分，最低 0 分，分别计算 ST 组及

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多个样本均数比较经

MBST 组的平均评分。

方差齐性检验，满足方差齐性，使用方差分析，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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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R×C 列联

P<0.001，P<0.001），ST 组也明显高于 NC 组

2

（P<0.001，P<0.001，P<0.001）。同一组内不同时间

表卡方（χ ）检验。检验水准为 α=0.050。

点的病理评分比较：MBST 组在 48 h 时明显高于

2 结果

12 h 时（P<0.001），与 24 h 时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2.1 穿刺成功率
NC 组穿刺成功 21（70%）只，失败 9 只，其中 8
只出现胆漏或肠漏，1 只出现肉眼胰胆管穿透性损
伤，但胰腺被膜完整；ST 组穿刺成功 20（67%）只，
失败 10 只，其中 9 只出现胆漏或肠漏，1 只出现胰
头 部 出 血 且 按 压 止 血 无 效 ； MBST 组 穿 刺 成 功
29（97%）只，失败 1 只，为穿刺部位持续性出血。3
组间穿刺成功率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9）。穿刺成功率在 MBST 组明显高于 ST
组（P=0.003）和 NC 组（P=0.006），ST 组和 NC 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82）。
2.2 胰腺坏死程度
NC 组在 3 个观察时间点时大鼠均存活。ST 组
和 MBST 组在制模后 12、24 及 48 h 时存活大鼠分
别为 7 和 7 只、5 和 6 只及 4 和 4 只。其中 MBST
随着时间延长胰腺的病变程度越来越重（图 2a–图
2d），48 h 时大体标本出现了胰腺大片坏死及皂化
斑（图 2e）。3 组间大鼠胰腺体部组织病理评分结
果见表 2。各组间的病理评分在相同时间点比较：
在 12、24 及 48 h 时间点时 MBST 组均明显高于 ST
组（P=0.003，P=0.002，P=0.046）和 NC 组（P<0.001，

图2

义（P=0.410），在 24 h 时明显高于 12 h 时
（P=0.040）；在 ST 组在 48 h 时明显高于 12 h 时
（ P=0.009） ， 与 24 h 时 比 较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110），24 h 与 12 h 时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
义（P=0.840）；NC 组在 48 h 时明显低于 12 h 时
（P=0.012）和 24 h 时（P=0.019），24 h 与 12 h 比较
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818）。

2.3 胰腺病变范围
制模后 24 h 时大鼠存活情况为 ST 组 5 只，
MBST 组 6 只。在 MBST 组可见胰头部荧光素聚集
量最多，胰体部次之，胰腺尾部最少，见图 3。
MBST 组的胰腺病变范围评分明显高于 ST 组
［（10.67±1.21）分比（7.40±1.82）分，t=3.56，
P=0.003］。
2.4 各组胆、肠漏发生率结果
出现胆、肠漏大鼠 NC 组中有 8（27%）只，ST
组有 9（30%）只，MBST 组没有发生胆、肠漏。3 组
间胆、肠漏发生率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χ =10.59，P=0.005），其中 MBST 组的胆、肠漏发
2
生率明显低于 NC 组（χ =7.07，P=0.008）和 ST 组
2
（χ =8.37，P=0.004），NC 组和 ST 组间比较差异无

示 MBST 组术后胰腺组织坏死情况

a： 12 h 时 胰 腺 组 织 出 现 充 血 、 水 肿 及 炎 性 细 胞 浸 润 表 现 （ HE ×200） ； b： 12 h 时 胰 周 脂 肪 出 现 出 血 、 炎 症 细 胞 浸 润 表 现
（HE ×100）；c：24 h 时胰腺组织出现充血、水肿，在炎性细胞浸润、腺泡破裂的基础上可见少量纤维细胞浸入（HE ×200）；d：48 h
时胰腺组织出现大片坏死（HE ×100）；e：48 h 时胰腺组织出现大片坏死及皂化斑
表 2 3 组间及组内不同时相间的胰腺体部组织病理评分结果（
12 h

组别

24 h

）
48 h

F值 P值

n

病理评分（x ±s）

n

病理评分（x ±s）

n

病理评分（x ±s）

NC 组

10

3.93±0.56

10

3.87±0.39

10

3.24±0.40☆

4.84 0.021

ST 组

7

8.44±0.66*

5

9.16±0.60*

4

10.25±1.17*☆

6.63 0.010

MBST 组

7

9.64±0.52*#

6

10.82±0.64*#☆

4

11.73±0.45*#☆☆

8.79 0.002

F值

186.05

291.38

243.08

P值

<0.001

<0.001

<0.001

与 NC 组比较，*P<0.001；与 ST 组比较，#P<0.050；与同一组内 12 h 比较，☆P<0.050，☆☆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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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T 组胰头、胰体及胰尾部的荧光素聚集情况（

×200）

a：胰头；b：胰体；c：胰尾
2

穿刺针在胰胆管中的方位容易确定且在穿刺过程

统计学意义（χ =0.93，P=0.334）。

中可以根据情况随时调整针头位置，避免胰胆管或

3 讨论

胰腺被膜被穿破而造成胰漏或胆漏，即便第 1 次穿

SAP 病因复杂，其原因以胆管疾病及饮酒过度

刺注药后药液并未进入胰胆管仅在胰头被膜下聚

为主，也可由缺血性损伤、高脂血症、高钙血症、

集，但此时胰胆管-十二指肠连接处在蓝色药液的

Oddi 括约肌功能障碍、感染、手术等因素所致；该

背景下十分清楚，仅需轻微调整穿刺针方向就可以

病具有起病急、进展快、病情复杂以及病死率高的

穿刺成功，这就有效避免了因反复穿刺造成十二指

特点，其发病率在近 10 年来呈上升趋势

[3-6]

。为此，

肠漏及穿刺部位的出血，大大提高了穿刺成功率，

构建一个更加可靠的 SAP 模型对研究该疾病的发

降低了胆、肠漏发生率，本研究中 MBST 组的穿刺

病机制、病理生理以及治疗效果是至关重要的。

成功率明显高于 ST 组（P<0.050）和 NC 组

SAP 大鼠模型的建立方法较多，主要包括侵袭

（P<0.050）；MBST 组的胆、肠漏发生率明显低于

性法和非侵袭性法两种。侵袭性法主要包括逆行

NC 组（P<0.050）和 ST 组（P<0.050）；此外，在注药

胰胆管注射法
膜下注射法

及胰腺被

过程中，可以看到蓝色药液经主胰胆管逐渐分散到

；非侵袭性法主要包括分次腹腔注

分支胰管，最终散布到整个胰腺组织，同时药液分

[1, 7-8]

[11-12]

射 L-arginine 法

、胰胆管直接结扎法

[13-15]

[16]

、高钙血症法 、雨蛙素腹腔注

根据药液在胰胆管中流动的情况以及穿刺部位是

；此外，还有多种方法联合应

否有蓝色药液反流至十二指肠从而调整穿刺针的

射法 、雨蛙素联合脂多糖腹腔注射法
[21-22]

布的周围往往有肉眼可见的胰腺组织充血水肿，可

及无胆盐

[17]

乙硫氨酸喂养法

[9-10]

[18-20]

[23]

用，如 Grönroos 等 报道的慢性乙醇摄入联合牛磺

位置、注药的速度和压力，确保药液均匀分布在胰

胆酸钠刺激造模和 van Baal 等 的静脉注射雨蛙素

腺组织内，尽量使胰腺病变轻重一致，病变范围广

联合胰胆管注射胆盐刺激法造模。

泛，在本研究中，MBST 组的胰腺病变范围评分明

[24]

由于逆行胰胆管注射法具有成模率和存活率
高、稳定性好等优点，且病变符合临床病变特征，

显高于 ST 组（P<0.050）；同时也避免了药液浪费
以及注药不足所致的胰腺病变过轻致造模失败。

一直被广大研究者认可，故在 Aho 等 首次应用逆

本研究结果证实，亚甲蓝+牛磺胆酸钠联合逆

行胰胆管注射法成功制备 SAP 大鼠模型后仍很多

行胰胆管注射法制备急性 SAP 大鼠模型可以显著

研究者在其基础上不断地进行改良。但是在改良

提高穿刺成功率、加重胰腺病变程度、扩大胰腺病

过程中发现仍有较多问题需要解决，如寻找胰胆管

变范围及降低胆漏或肠漏率，使得模型稳定、重复

开口及注射药液困难、容易发生胆肠漏等。李洋等

性好及成模率高，可以成为制备 SAP 大鼠模型的合

[25]

适方法。

[1]

曾报道将亚甲蓝色染法应用于乳腺癌前哨淋巴结

活检中，具有很好的示踪效果，并且发现小剂量亚
甲蓝并无毒副作用。据此，本研究在逆行胰胆管注
射牛磺胆酸钠制备 SAP 大鼠模型的基础上也在药
液中添加亚甲蓝作为示踪剂，结果发现，在穿刺注
药过程中，在蓝色药液的映衬下胰胆管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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