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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去卵巢小鼠骨质疏松症与骨内血管的关系，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方法：

选取 60 只 9 周龄雌性 C57BL/6 小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卵巢切除组、雌激素治疗组及去铁敏
治疗组各 15 只。假手术组切除卵巢周围部分脂肪组织 ；卵巢切除组切除双侧卵巢 ；雌激素治疗组、去铁敏治疗
组在双侧卵巢切除的基础上，给予 17β- 雌二醇、去铁敏治疗。术后 4 周脱颈处死小鼠，取其子宫称重，并检
测其股骨微观结构参数与血管数量，分析骨内血管与骨量变化的相关性。结果 ：与造模前相比，4 周后小鼠体
质量均有所升高，其余 3 组组体质量升高、子宫重量降低较假手术组更为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卵巢切除组骨密度、骨体积分数、小梁骨数量、股骨远侧干骺端微血管相对面积低于假手术组，其小梁骨间距
高于假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雌激素治疗组、去铁敏治疗组造模 4 周后远端骨量 / 股骨远侧
干骺端微血管相对面积与假手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股骨远侧干
骺端微血管相对面积与骨密度、骨体积分数、小梁骨数量呈正相关，与小梁骨间距呈负相关（P ＜ 0.05）。结论：
小鼠卵巢切除后骨内微血管密度的减少与骨质丢失具有密切关联，雌激素、去铁敏药物均可上调骨内血管密度、
促进骨生成，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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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是与生理退行性变化有关的疾病，
女性绝经后雌激素缺乏所致骨量减少、骨密度降低及骨组
织结构变化是造成骨脆性上升、骨折风险加剧的主要原因 [1]。
最新研究发现，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不仅与雌激素水
平变化有关，还与骨髓内脂肪组织的增加与骨内血管减少
具有密切关联 [2]。因此，有效调节骨质疏松症发病过程中
的血管因素，有望提高骨内血流量、减少骨量丢失，维持
正常骨量及结构 [3]。本研究建立去卵巢小鼠骨质疏松症模型，
自骨内血管角度探讨骨微观结构参数的变化，旨在为绝经
后骨质疏松症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1
1.1

材料与方法
实验材料

1.1.1 实验动物与分组 60 只 9 周龄雌性 C57BL/6 小鼠
（南京君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体质量 202 ～ 227 g，平均
（210.36±11.48）g，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卵
巢切除组、雌激素治疗组及去铁敏治疗组，各 15 只。
1.1.2 药品与仪器 本研究主要药品包括 4% 多聚甲醛、
去铁敏、17β- 雌二醇，均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 ；主要仪器
为 Lotus SP Micro-CT 扫描仪（美国 GE 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造模 假手术组 ：切除卵巢周围部分脂肪组织 ；卵
巢切除组、雌激素治疗组、去铁敏治疗组 ：切除双侧卵巢。

各组小鼠术毕均于左侧股骨下端关节面上缘 9 mm 处作一
外侧骨孔，孔径 1 mm，置入 PE-50 管，一端使用氰基丙烯
酸盐粘合剂固定于骨孔，另一端通过皮下自背部皮肤穿出，
夹闭管腔 [4]。
雌激素治疗组术后第 2 d 开始，自 PE-50 管向左侧股
骨远端注入 17β- 雌二醇，隔日 1 次，每次 100 μg/kg，雌
激素共计注入 5 次 ；去铁敏治疗组 ：术后第 2 d 开始，自
PE-50 管向左侧股骨远端注入去铁敏，隔日 1 次，每次 20
μL（200 μM），去铁敏共计注入 5 次 [5]。假手术组、卵巢
切除组 ：术后第 2 d 开始注入 20 μL 生理盐水，隔日 1 次，
共计注入 5 次。
1.2.2 取材观察 股骨微观结构参数 ：自造模首日起，4
周后脱颈处死各组内 10 只小鼠，取其子宫、左侧股骨，使
用 Micro-CT 扫描仪测量其股骨远侧干骺端小梁骨密度和小
梁骨的静态微观结构参数，包括小梁骨厚度、小梁骨数量
以及梁骨间距等 [6]。
股骨血管数量 ：取各组剩余 5 只小鼠，采用墨汁灌注
组织学切片法，制备微血管墨汁厚片标本，每张切片分别
选择生长板测量 5 个视野，采用体视学方法，测量血管占
其视野的相对面积，规定为血管相对密度，以评价微血管
扩张、增多的程度 [7]。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AS6.12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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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重量、骨量及微血管相对面积等计量资料以（x±s）表
示，并采用 t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法，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体质量及子宫重量变化

与造模前相比，各组小鼠造模 4 周后体质量均有所升
高，其余 3 组体质量升高较假手术组更为明显，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其余 3 组子宫重量均低于假手术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各组小鼠变化比较（g，x±s）
体质量

组别

造模前

造模 4 周后

造模 4 周后子宫重量

假手术组

209.51±10.69

260.13±16.69

625.68±117.26

卵巢切除组

211.03±10.25

295.57±16.39*

120.24±11.35*

雌激素治疗组 210.14±10.33

294.26±18.71

*

122.15±10.18*

293.35±16.74

*

121.96±11.06*

去铁敏治疗组 213.61±10.18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 P ＜ 0.05
*

2.2

远端骨量

卵巢切除组骨密度、骨体积分数、小梁骨数量低于假
手术组，其小梁骨间距高于假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雌激素治疗组、去铁敏治疗组造模 4 周后远端骨
量与假手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 各组小鼠远端骨量比较（x±s）
组别

小梁骨数量
（/mm）

例数 骨密度（mg/cc） 骨体积分数

假手术组

10

395.26±24.47

0.40±0.08

3.69±0.83

卵巢切除组

10

321.05±19.58*

0.31±0.04*

2.45±0.62*

雌激素治疗组

10

388.41±26.24#

0.39±0.06#

3.67±0.79#

去铁敏治疗组

10

#

#

3.66±0.79#

383.59±25.07

0.40±0.07

组别

例数

小梁骨厚度（μm）

小梁骨间距（μm）

假手术组

10

0.13±0.04

0.17±0.05

卵巢切除组

10

0.10±0.03

0.35±0.15*

雌激素治疗组

10

0.12±0.04

0.18±0.05#

去铁敏治疗组

10

0.12±0.03

0.17±0.03#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P ＜ 0.05 ；与卵巢切除组比较，#P ＜ 0.05

2.3

微血管相对面积

造模 4 周后，卵巢切除组股骨远侧干骺端微血管相对
面积 2.16±0.52 低于假手术组的 3.95±0.84，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雌激素治疗组、去铁敏治疗组股骨远侧
干骺端微血管相对面积分别为 3.88±0.75、3.91±0.73，与
假手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4

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示，股骨远侧干骺端微血管相对面
积与骨密度、骨体积分数、小梁骨数量呈正相关，与小梁
骨间距呈负相关（P ＜ 0.05）。见表 3。
表 3 股骨远侧干骺端微血管相对面积与远端骨量的相
关性分析
骨密度
（mg/cc）
0.727
r值

骨体积
分数
0.639

P值

＜ 0.05

参数

＜ 0.05

小梁骨数量 小梁骨厚度
（/mm）
（μm）
0.685
0.124
＜ 0.05

＞ 0.05

小梁骨间距
（μm）
-0.622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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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作为一种全球性健康问题，骨质疏松患者不仅骨折风
险上升，还可引起慢性肌肉疼痛和骨骼疼痛 [8]。雌激素可
通过多种途径参与骨代谢 [9-11] ：结合破骨细胞表面受体，下
调破骨细胞溶酶体酶活性，抑制骨吸收、降低骨切片凹陷
风险 ；作用于破骨细胞前体，抑制破骨细胞生长、分化，
延缓骨量减少进程 ；结合成骨细胞表面受体，上调胶原酶、
细胞因子及生长因子释放，介导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转化
生长因子，调节成骨代谢，诱导骨重建。因此，女性绝经
后雌激素水平的急剧降低可导致骨形成受阻、骨吸收加剧，
进而引发骨量减少甚至骨质疏松。本研究实验动物卵巢切
除后，小鼠体质量明显增加、子宫重量明显降低，机体代
偿性增加脂肪雌激素的合成以维持雌激素稳态水平，是导
致其体重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 [12-13]。经补充雌激素治疗后，
雌激素治疗组小鼠远端骨量丢失得到了有效控制，说明雌
激素对于抑制小梁骨微观结构退变具有重要意义。
血管为雌激素的靶组织 [14]。有学者发现，骨的塑形过
程与血管形成具有密切关联，成骨细胞及破骨细胞通过血
管达到骨改建部位，对于维持骨骼生长、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而血管内皮细胞可有效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骨细胞
谱系分化，从而上调骨量 [15]。Chen 等 [16] 指出，血管内皮
细胞生长因子（VEGF）等血管形成相关因子具有调控前成
骨细胞的募集、增殖和向成骨细胞的分化作用，且能够增
强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活性，促进骨形成过程。本研究
通过微血管相对面积评估骨内血管状态，结果表明，骨内
血管增殖速度、数量均与远端骨量具有明显相关性。去铁
敏治疗组小鼠骨量丢失状态得到了明显抑制，去铁敏可通
过低氧诱导因子途径增加局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促
进局部血管生成 [17]，此次研究结果在证实骨内血管对于骨
形成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亦说明去铁敏能够拮抗卵巢
切除或绝经后因雌激素缺乏所致骨量丢失甚至骨质疏松 [18]。
综上所述，去卵巢小鼠骨质疏松症与雌激素减少所致
骨内血管密度、数量降低具有密切关联，补充雌激素或注
射去铁敏对于骨内血管数量增加具有积极作用，而这一作
用可防止骨量丢失，降低骨质疏松风险，值得作为骨质疏
松症防治的新思路加以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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