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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脉注射液对自体脂肪颗粒移植存活率的影响
林辉，张晶晶，李红光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激光整形美容科，广西 南宁 530022)
【摘 要】 目的 探索生脉注射液对自体脂肪颗粒移植存活率的影响。方法 9 只兔建立自体脂肪颗粒移植动物模型，随机分
为 3 组，实验组肌肉注射不同剂量的生脉注射液，对照组肌肉注射生理盐水。检测血清中 VEGF 含量，成活脂肪的质量，计
算移植脂肪的存活率。结果 实验各组移植脂肪组织存活率和 VEGF 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 生脉注射液可以明显提高
自体脂肪移植的存活率和存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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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hengmai injection on the survival rate of fat autografts
LIN Hui,ZHANG Jing-jing,LI Hong-guang
(Department of Laser and Plastic Surgery, The First Aﬃ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al，NanNing，53002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shengmai injection on the survival rate of fat autografts . Methods
Autologous fat was transplanted on rabbit to establish an animal model. Nine rabbi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The rabbit
were injected different doses of Shengmai injection by intramuscular injection in cexperimental groups The ontrol groups were given
normal saline.The content of VEGF in serum were detected , the weight of transplanted fat was determined and the survival rates were
computed. Results The survival rate of fat autografts and the level of VEGF expression in experimental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s. Conclusion

Shengmai injection can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survival rate and quality of fat

autogra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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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医药在促血管新生作用逐渐被引起
重视，单味药与方剂在促进新血管生成及提高促血
管新生因子表达方面的研究均取得较多进展。生脉
具有抑制促炎细胞因子和改善血流，增加机体抗缺
氧能力，保护细胞，促进血管新生等作用。但生脉
注射液能否促进自体脂肪移植的血管新生尚未有定
论。本实验发现生脉注射液对于提高移植脂肪组织
新生血管的形成有较大帮助，明显提高兔自体脂肪
移植的存活率和存活质量。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生脉注射液（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VEGF 的 ELISA 试剂盒（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磷酸盐缓冲液、盐酸氯胺酮注射液、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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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大白兔 9 只，雌雄不限，由广西中医药大学
动物实验中心提供，体质量 2.5 ～ 3.0Kg。
1.2 实验方法
1.2.1 建模 兔术前先称重记录，然后将兔固定在
实验台上。氯胺酮全麻满意后，手术部位备皮，用
碘伏将兔耳部及腹股沟消毒，铺巾。于腹股沟切开
取出腹股沟脂肪团约 2.5ml，立即冲洗，剪碎，放
入装有生理盐水的 10ml 注射器内，继续剪成直径
1mm 左右的脂肪颗粒。装有脂肪颗粒注射器放入离
心机以 800r/min 离心 3min 后，去掉下层水、血液
及破碎细胞成分等，吸去上层游离油脂。将脂肪颗
粒导入 1ml 注射器内，接 16G 注脂顿针头由穿刺口
进入兔耳背皮下组织剥离，边退针边注射。兔双耳
背部移植区，共 4 处，每侧耳背两处移植区不相连，
每处 0.5ml。
1.2.2 分组 9 只兔建模成功后随机分成 3 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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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 3 只行肌肉注射无菌水 0.37ml·Kg-1·d-1；实
验 1 组 3 只行肌肉注射生脉注射液 0.37ml·Kg-1·d-1；
实验 2 组 3 只行肌肉注射生脉注射液 0.74ml·Kg1
·d-1，均每天用药，连续用药 2 周。
1.2.3 标本采集与检测 术后 13 周行脂肪移植块
标本取材，于耳背皮下丘状隆起中间处切开，在包
膜表面，顿性与锐性结合剥离，完整取下脂肪移植
块，修剪去表面包膜，然后用精密天平准确测量脂
肪移植块质量。移植脂肪存活率 = 移植后样本质量
/ 移植前质量 ×100%。移植块称量后置入 10% 福尔
马林固定 24h，经过冲洗、脱水、浸泡、浸蜡、包
埋和切片等步骤后，行 HE 染色。脂肪移植术后 1
周、2 周、4 周、6 周、8 周于耳缘静脉采血，每只
采血 1ml，放入离心机以 1 500 r/min 离心 5 min
后，移液器吸取上层血清，移入冷冻管，将装好的
冷冻管迅速置入 -80 ℃超低温冰箱保存。术后 13
周，将样品从冰箱取出，用恒温水浴箱解冻，然后
取样品，按照 ELISA 试剂盒说明书，经过包被抗体
洗涤、加样品孵育洗涤、加入酶标再孵育洗涤和加
底物显色等步骤，最后在酶标仪下读取吸光值，得
到 VEGF 含量。
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统计软件，所
有数据用 x ± s 表示，VEGF 含量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进行检验，移植物质量和存活率比较采用 x 2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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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大体观察
实验过程中动物无死亡，耳背皮下可见丘状隆
起的脂肪移植物，移植的脂肪组织无移位及扩散，
未见坏死及液化。实验各组脂肪组织移植物体积均
明显大于对照组，实验 2 组稍大于实验 1 组。
2.2 移植物质量和存活率
术 后 13 周 , 实 验 1 组 脂 肪 质 重
(0.5923±0.1074)g，脂肪存活率（65.9±6.2）%；
实 验 2 组 脂 肪 质 重 (0.5976±0.1062)g， 脂
肪 存 活 率（66.5±7.6）%； 对 照 组 脂 肪 质 重
(0.3613±0.0916)g，脂肪存活率（40.2±6.3）%。
实验各组脂肪移植物质量和存活率与对照组差异有
显著性（P ＜ 0.05）。
2.3 VEGF 含量
术后 1 周、2 周、4 周和 6 周，实验各组 VEGF
含量是先升高后降低，而对照组 VEGF 含量基本没
有变化。实验各组 VEGF 含量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
性（P ＜ 0.05）。（图 1）
2.4 组织学观察
HE 染色显示，实验各组均可见周围新生血管较
丰富，新生脂肪细胞大小一致，脂肪小叶结构接近
正常脂肪组织 , 脂肪组织间纤维间隔少，仍见散
在前脂肪细胞聚集。实验 2 组对比实验 1 组的新生
脂肪细胞大小更一致，但以上差别不明显。对照组
移植脂肪组织中周围新生血管不明显 , 有较多脂肪
细胞凋亡和坏死，脂滴融合在一起，形成较多大小
不等囊泡样改变，脂肪细胞排列不整齐，纤维间隔

各组血清 VEGF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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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有炎性细胞反应。（图 2）

A：对照组；

B：实验 1 组；
图2

3

讨

C：实验 2 组

各组移植物的组织学改变 (HE,×100)

论

Kotaro Yoshimura[1] 等提出了移植脂肪的三分
层理论：最外层的存活区，中间的再生区和中心的
坏死区。中央部分的脂肪组织由于缺血缺氧时间过
长，极易发生了坏死，引发感染、硬结、囊肿等后
遗症。由此可见，影响自体颗粒脂肪移植成活的关
键是移植脂肪应尽早建立充分的血供，移植脂肪应
尽快完成血管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能刺
激血管内皮细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增殖以及多
种血管活性物质的合成和分泌 [2］。VEGF 能够增强
微静脉和小静脉血管通透性，调节与促进血管网络
重构成熟，维持血管功能、影响血流动力学和组织
愈合等作用。
在脂肪移植中加入 VEGF，证实 VEGF 可促进移
植物的血运重建，提高脂肪成活率和移植物的质量
[3]
。
生脉注射液具有益气养阴、复脉固脱、活血化
瘀等功效，临床广泛用于病毒性心肌炎、急性胰
腺炎、休克及配合化疗治疗某些癌症等。张育彬
[4]
发现生脉注射液可有效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分泌
NO，保护血管内皮功能 , 并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分
泌 VEGF, 促进血管新生增多 , 降低炎症反应。曹
艳花 [5] 等证实生脉注射液可明显提高缺氧复氧损
伤乳鼠心肌细胞的 SOD、ATP 活性 , 降低 LDH、MDA
水平 , 从细胞水平表明生脉注射液具有保护细胞
作用。低剂量生脉成骨胶囊兔血清可促进 ECV304
细胞分泌 VEGF，提示这可能是生脉促进血管生成
的主要作用机制之一 [6]。多项研究已证实，生脉注
射液能够使细胞分泌 VEGF，提高局部血供，从而
促进局部组织生长与修复 [7,8]。鉴于生脉注射液能
够降低炎症反应、保护细胞、分泌 VEGF 和促进血
管新生增多等作用，由此推测生脉注射液可能促进

移植脂肪组织血管新生，提高移植脂肪存活率和存
活质量。
本实验结果显示，在自体脂肪移植术后 13 周，
实验两组自体脂肪移植存活率和质量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HE 切片染色观察显示，脂肪细胞大小与形
态、新生毛细血管数量、移植脂肪组织纤维化程度
等方面，实验组均优于对照组。提示生脉注射液可
以增加移植脂肪组织内血供，加速移植物新生血管
的形成，从而增加自体脂肪移植存活率和质量。实
验两组的血清 VEGF 在脂肪移植术后的不同时间段
的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生脉注射液可能提
高细胞分泌 VEGF，增加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迁移，
促进脂肪内部血管新生，加快移植脂肪内部血供的
重建，增强血管通透性，提高脂肪内部细胞所需要
的营养，减少移植物液化、坏死；VEGF 又可以增
加机体及移植脂肪组织抗缺氧能力，保持移植物顺
利度过缺血、缺氧期，进一步提高了自体脂肪移植
存活率和存活质量。
本实验虽然证实生脉注射液可以提高自体脂肪
移植存活率和存活质量，但生脉注射液成分复杂，
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哪种成分起作用，还有生脉注射
液或者这种成分能否通过提高脂肪干细胞或前体细
胞增殖、向脂肪细胞转化等，还有待进一步体内外
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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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陆“拼机构”，台湾“拼医生”
台湾的医美信息非常透明，所以不存在渠道医院。台湾不允许医疗广告，所以拓客路径很单一，基本只
有靠口碑。总结起来就是，“诊所多，体量小，价格透明、口碑营销为主”。
沈茂昌院长说，台湾有 18 家医学中心，既有公立也有私立，排名都在世界前 200 名，但完全受主管机
关管理。台湾医生早已开放多点执业，名医可以自由在公立和民营医疗机构中流动。大陆也逐步开放后，
未来两者的相似度会很高。
大陆医美信息传递还存在壁垒，所以求美者更多是看机构品牌。而台湾求美者更看中“名医”。但随着
大陆医师多点执业的开放，两地差距会趋于消失。尤其近年来大陆也兴起了很多小而美的名医型诊所，医
生的价值未来会更加凸显。
与大陆的医生集团不同，台湾医美业界的医生集团通常是技术导向的。比如沈茂昌所在的“台湾形体整
合美容医学会”，创始会员只有 5 人，最初是以读书会的形式开展，4 年时间就发展到接近 500 人。在狂热
的技术驱动下，学会成员联系紧密，每年平均有三四十场技术交流会，而小范围的线下交流则数不胜数。
沈茂昌和台北地区的其他 4 位医美“同好”，小众范围定期开展研讨会和读书会。前者往往就一个细微的
技术问题展开研讨，后者则为加快学习进度，将一本书分几个部分，每人研习一部分。约定时间碰头，各
自阐述所学部分，以便在最短的时间里集中高效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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