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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木叶及其复方对便秘大鼠的通便作用和胃肠激素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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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观察辣木叶及其复方对便秘模型大鼠的通便作用和相关胃肠激素水平的影响。方法 按体质量随机将 100 只

SD 大鼠分为 10 组，即对照组、模型组、番泻叶浸液组（阳性对照，0.01 g/kg） 和辣木叶水提液低、中、高剂量（0.79、
1.58、3.15 g/kg）组，黄芪白术（1.05 g/kg）组，辣木叶复方水提液低、中、高剂量（1.84、2.63、4.20 g/kg）组。除对照
组外，均采用盐酸洛哌丁胺（6.67 mg/kg）复制便秘模型，每日 2 次，连续 2 周。造模结束后，各给药组分别 ig 相应受试样
品，每天 1 次，连续 7 d。记录各组大鼠体质量、最后 24 h 粪便粒数，测定粪便含水量、小肠炭末推进率，ELISA 试剂盒法
检测血清 P 物质、生长抑素含量及结肠胃动素、血管活性肠肽含量。结果 与模型组比较，辣木叶水提液中、高剂量组及辣
木叶复方水提液各剂量组的体质量增量显著升高（P＜0.05）；各给药组大鼠的排便粒数与模型组比较均显著性增加（P＜
0.05）；各给药组大鼠粪便含水量与模型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辣木叶水提液中、高剂量组及其复方水提液中、高剂量组
小肠炭末推进率显著增加（P＜0.05、0.01）。辣木叶水提液中、高剂量组及其复方水提液各剂量组血清 P 物质含量、结肠组
织胃动素含量均显著高于模型组（P＜0.05、0.01）；辣木叶水提液高剂量组及辣木叶复方水提液中、高剂量组大鼠血管活
性肠肽含量较模型组降低显著（P＜0.05、0.01）；各给药组大鼠血清生长抑素水平均显著低于模型组（P＜0.01）。辣木叶复
方水提物上述作用均好于等剂量辣木叶水提液及黄芪白术水提液。结论 辣木叶及其复方具有良好的通便作用，可能与调节
胃肠激素水平有关；复方的通便及调节胃肠激素的作用优于单味药辣木叶及黄芪白术，体现出复方配伍的整体优越性，其
中辣木叶侧重调节 P 物质、胃动素及血管活性肠肽水平，而黄芪白术主要调节生长抑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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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Moringa oleifera and Moringa oleifera Purgative Compound on
improving defecation and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s in constipated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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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mpacts of Moringa oleifera and Moringa oleifera Purgative Compound on defecation and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s in rats with constip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0 SD rats with half male and half femal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en groups: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Senna leaf extract group (positive control, 0.01 g/kg), Water extract of Huangqi
Baizhu group, water extract of M. oleifera (WEMO) low, medium, high dose (0.79, 1.58, and 3.15 g/kg) groups and water extract of
M. oleifera Purgative Compound (WEMOPC) low, middle, high dose (1.84, 2.63, and 4.20 g/kg) groups. Loperamide hydrochloride
was administered at a dose of 6.67 mg/kg per day by ig for continuous two weeks so that constipa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Each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rresponding drugs respectively, once a day for seven days. After one week, body weight, fecal number and
water content within 24 h, intestinal propulsive rate, contents of motilin, substance P,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and somatostatin
were measu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body weight increment of WEMO medium and high dose grou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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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MOPC each dose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05); the fecal granule number of rats in each dose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P < 0.05); the fecal water content of rats in each dose grou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small intestinal carbon powder propulsive rate of WEMO medium and high dose
group and its compound water extract medium and high dose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 0.05, 0.01). The contents of
substance P in serum and motilin in colon tissue in WEMO medium and high dose group and its compound water extract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P < 0.05 and 0.01); The contents of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in WEMO
high dose group and WEMOPC medium and high dos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P < 0.05 and
0.01); The levels of somatostatin in serum of rats in each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P <
0.01). The above effects of WEMOPC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same dose of WEMO and water extract of Huangqi Baizhu
group. Conclusion M. oleifera and its compound have good defecation effect,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 level. The effect of the compound on defecation and regula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single herb M. oleifera and Huangqi Baizhu, reflecting the overall superiority of the combination. M. oleifera leaves
mainly regulate the levels of substance P, motilin and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while Huangqi Baizhu mainly regulates the level
of somatostatin.
Key words: Moringa oleifera Lam.; Moringa oleifera Purgative Compound; Huangqi Baizhu; constipation;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s; substance P; somatostatin; motilin;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辣木 Moringa oleifera Lam. 又名鼓槌树，
为辣木

限公司提供，
批号 20160309，
黄芪、白术购于北京太

科辣木属多年生落叶乔木，
原产于印度西北部喜马

洋树康中药饮片厂，
批号分别为 1611020、1609003，

拉雅山南麓 ，
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引入我国 ，
目前已

经北京中医药大学张贵君教授鉴定均为正品。

［1］

胃 动 素 、血 管 活 性 肠 肽 、P 物 质 、生 长 抑 素

经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份成功种植并逐步实现
［2］

产业化 。辣木作为一种功能性植物 ，
不仅全株可
［3］

食用，
而且具有巨大的药用价值 。在西方，
辣木被
［4］

ELISA 试 剂 盒 ，由 上 海 蓝 基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提
供。炭末、羧甲基纤维素 ，购于天津市福晨化学试

称作奇迹之树 。辣木叶营养价值丰富 ，
不仅含有

剂厂。

维生素、蛋白质、矿物质等多种营养元素，
而且含有

1.3

黄酮类 、多酚类 、有机酸类等多种功能性成分

。

辣 木 叶 于 2012 年 被 我 国 卫 生 部 门 列 为 新 资 源 食

主要仪器
KQ-5200E 超声波清洗仪器（昆山市超声仪器

［5-6］

有限公司）；
HH-S4 型电热恒温水浴锅（北京科伟永

品 。辣木叶复方由辣木叶、黄芪、白术组成 ，
具有

兴仪器有限公司）；
Multiskan FC 型酶标仪［赛默飞

益气健脾、润肠通便的作用 ，是经临床专家论证的

世尔（上海）仪器有限公司］；
N-1300 旋转蒸发仪（上

保健品。经文献调研和前期研究，
辣木叶及其复方

海 爱 朗 仪 器 有 限 公 司 ）；BSA2202S 电 子 分 析 天

均具有通便作用，
但具体通过何种途径来增强胃肠

平（德国赛多利斯公司）。

动力，
目前尚未见报道。本实验拟采用盐酸洛哌丁

2

［7］

［8］

胺制备大鼠便秘模型 ，
进一步观察辣木叶及其复
方对便秘大鼠的通便作用和对相关胃肠激素水平

2.1

方法
受试样品的制备
①辣木叶复方水提液的制备：
将辣木叶、黄芪、

的影响，
为辣木叶及其复方在治疗便秘方面的作用

白术质量比分别按 7.5︰4︰6、15︰4︰6、30︰4︰6 比例混

机制研究和开发应用提供参考。

合，
用 10 倍量水浸泡 1 h 后回流提取 2 次，
每次 2 h，

1

滤 去 药 渣 ，减 压 浓 缩 至 生 药 浓 度 分 别 为 0.37 、

1.1

材料
实验动物

0.53 、0.84 g/mL ；②辣木叶水提液的制备：
将辣木叶

SPF 级 SD 大鼠 100 只，
雌雄各半，
体质量（180±

用①中方法提取 ，浓缩至生药浓度分别为 0.16、
0.32、

20）g，由斯贝福（北京）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实

0.63 g/mL
（ 与辣木叶、黄芪、白术质量比为 7.5︰4︰6、

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号 SCXK（京）2016-0002。

15︰4︰6 、30︰4︰6 的复方水提液中的辣木叶含量分

1.2

药物及主要试剂

别相同）；
③黄芪白术水提液的制备 ：将黄芪、白术

盐酸咯派丁胺，
购于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按 4︰6 混合 ，用①中方法提取 ，浓缩至生药浓度为

司，
批号为 H11J9Z63405；
番泻叶购于北京同仁堂 ，

0.21 g/mL。关于辣木叶及复方的制备工艺以及方

批号为 170901005；辣木叶由云南天佑科技开发有

法学考察，
可见参考文献［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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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泻叶浸液制备 ：
称取番泻叶1.0 g，
加入100 mL

氯醛麻醉，
腹主动脉取血处死，
打开腹部，
取幽门至

沸水中浸提 25 min 后，
以纱布过滤药液，
弃药渣，
将

回盲部肠道 ，测量全长及从幽门至炭末前沿的距

所 得 番 泻 叶 滤 液 定 容 至 500 mL ，得 到 质 量 浓 度

离，
计算大鼠小肠炭末推进率。

为 2 mg/mL 的番泻叶浸液。

炭末推进率＝炭末推进距离/小肠全长

2.4

盐酸咯派丁胺液：
取 5.0 mg 盐酸咯派丁胺溶于

粪便含水量
记录 ig 受试样品 7 d 期间各组大鼠的体质量增

1 mL 质量分数 0.9% 生理盐水中。

量、最后 24 h 的粪便粒数、粪便鲜质量 m（g）
和粪便
f

炭末溶液 ：
取 6.0 g 炭末溶于 100 mL 0.5% 的羧
甲基纤维素钠溶液。

干质量 m（g）
（收集的新鲜粪便在 80 ℃烘箱 72 h 即
d

2.2

为粪便干质量），
计算大鼠粪便含水率。

大鼠便秘模型制备及动物分组、给药

粪便含水率＝（mf－md）/mf

将 100 只 SD 大鼠称质量 ，随机选取 10 只为对
2.5

照组，
除对照组外，
其余大鼠每日 2 次 ig 盐酸洛哌丁

胃肠激素含量检测
第 7 次给予受试样品后 ，
所有大鼠禁食不禁水

胺生理盐水溶液 6.67 mg/kg（ 以体质量计），连续 2
周 。大鼠出现精神萎靡 ，
毛色发暗 ，
小便发黄 ，
大

24 h，腹主动脉取血 ，静置 30 min，3 000 r/min 离心

便粒型小且干硬等表现时，
为造模成功。将造模成

10 min 取上层血清 ，按 ELISA 试剂盒说明书测定 P

功的大鼠随机分为 9 组 ：
模型组、番泻叶浸液（阳性

物质、生长抑素含量。切取部分结肠，
纵向剪开，
用

药，
0.01 g/kg）组，
黄芪白术水提液（1.05 g/kg）组，
辣

0.9% 氯化钠溶液清洗并除去内容物 ，
滤纸擦净 ，
按

木叶水提液低、中、高剂量（0.79、1.58、3.15 g/kg，
分

结肠组织与生理盐水比例 1∶9 加入生理盐水匀浆 ，

别给予辣木叶、黄芪、白术质量比为 7.5︰4︰6、15︰4︰

离心后取上清液，
按 ELISA 试剂盒说明书测定胃动

6、
30︰4︰6 辣木叶复方水提液）组，
辣木叶复方水提

素、
血管活性肠肽。

液 低 、中 、高 剂 量（1.84 、2.63 、4.20 g/kg）组。对照

2.6

［8］

组和模型组按 5.0 mL/kg 持续 ig 0.9% 生理盐水 7 d，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均以 x ± s 表示 ，采用 SAS 8.0 进行统

其 余 8 组 以 相 同 途 径 给 予 相 应 的 实 验 样 品 ，每

计学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日 1 次。

3

2.3

炭末推进实验

3.1

第 7 次给予受试样品后 ，
所有大鼠禁食不禁水

及炭末推进率的影响

Table 1

对大鼠体质量增量、粪便粒数、粪便含水量以
如表 1 所示，
与对照组比较，
模型组大鼠粪便粒

24 h，
每只大鼠 ig 1.0 mL 炭末液，
25 min 后 10% 水合

表1

结果

辣木叶及其复方对大鼠体质量、排便粒数、粪便含水量的影响（ x ±s，
，n = 8）

Effects of M. oleifera leaves and its compounds on body weight，
，fecal granule number and fecal water content in
rats ( x ±s，
，n = 8)
剂量/(g·kg−1)

组别
对照

体质量增量/g

—

38.03±7.13

粪便粒数
126±5.44

粪便含水量/%
50.57±7.22

*

—

31.39±7.14

72±1.85

番泻叶浸液

0.01

43.20±7.71*

114±4.71*

50.31±2.63

黄芪白术水提液

1.05

35.18±5.61

Δ

95±1.96

*

49.36±4.90

辣木叶水提液

0.79

33.18±6.67

Δ

93±2.45

*

50.52±5.44

1.58

39.35±6.23*

108±3.42*

51.75±5.12

3.15

42.01±7.33

*

116±3.51

*

50.13±5.88

1.84

42.28±6.98

*☆#

97±3.04

*

49.62±4.87

2.63

49.68±6.51*☆☆##

119±3.60*

50.52±3.10

模型

辣木叶复方水提液

4.20

45.35±8.93

☆*

131±3.66

48.14±5.22

☆☆*

与模型组比较：P＜0.05；
与番泻叶浸液组比较：P＜0.05；
与辣木叶水提液等剂量组比较：P＜0.05
*

Δ

#

##

51.72±4.43
☆
P＜0.01；
与黄芪白术组比较：
P＜

0.05 ☆☆P＜0.01
*
☆

P < 0.05 vs model group；ΔP < 0.05

ΔΔ

P < 0.01 vs Senna leaf extract group；#P < 0.05 ##P < 0.01 vs corresponding dose group of WEMO ；

P < 0.05 ☆☆P < 0.01 vs water extract of Huangqi Baizhu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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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显著降低（P＜0.05），
体质量增量与粪便含水量均

中体质量增量差异均显著（P＜0.05、0.01），高剂量

呈降低趋势。与模型组比较 ，辣木叶水提液中、高

组大鼠的排便量显著升高（P＜0.01），
中、高剂量组

剂量组及辣木叶复方水提液低、中、高剂量组的体

炭末推进率显著升高（P＜0.05、0.01）。结果表明 ，

质量增量显著升高（P＜0.05）。各给药组大鼠的排

经组合配伍后，
复方的通便作用优于单味药辣木叶

便粒数与模型组比较均显著性增加（P＜0.05），
以辣

及黄芪白术，
体现出复方配伍的整体优越性。

木叶复方水提液高剂量组排便粒数最接近对照组，

3.2

对大鼠胃肠激素的影响

辣木叶水及其复方水提液促排便作用呈剂量相关

如表 3 所示，
模型组大鼠血清 P 物质、结肠组织

性。各给药组大鼠粪便含水量与模型组比较均无

胃动素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血清生长

显著性差异，
说明辣木叶及其复方水提液对便秘大

抑素、结肠组织血管活性肠肽含量均显著高于对照

鼠的粪便含水量无明显作用。

组（P＜0.05）。如血清 P 物质结果所示，
不管是辣木

如表 2 所示 ，模型组炭末推进 率 显 著 低 于 对

叶单味药材还是复方 ，
其血清 P 物质水平随剂量增

照 组（P＜0.05）。各受试样品组大鼠的炭末推进率

高均有升高趋势 ，且辣木叶水提液中、高剂量组及

与模型组比较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辣木叶水提液

其 复 方 水 提 液 低 、中 、高 剂 量 组 均 显 著 高 于 模 型

中、高剂量组及其复方水提液中、高剂量组差异显

组（P＜0.05、0.01），复方水提液高剂量组显著优于

著（P＜0.05、0.01）。结果表明 ，辣木叶及其复方均

阳性对照组（P＜0.05），
说明辣木叶及其复方能显著

能改善便秘大鼠的小肠蠕动能力。

提高便秘大鼠血清 P 物质水平。

辣木叶及其复方对大鼠炭末推进率的影响（x ±s，
，n = 8）

表2

Table 2

Effects of M. oleifera leaves and its Compounds

on carbon powder propulsion rate in rats（ x ±s，
，n = 8）

如结肠组织胃动素结果所示，
除黄芪白术水提
液组、辣木叶及其复方水提液低剂量组与模型组无
显著性差异外，
其余组胃动素含量均显著高于模型
组（P＜0.05），
随着辣木叶及其复方水提液剂量的增

组别

剂量/(g·kg−1)

炭末推进率/%

对照

—

75.35±2.89*

模型

—

64.51±7.36Δ

番泻叶浸液

0.01

74.70±8.03*

黄芪白术水提液

1.05

68.48±4.48

辣木叶水提液

0.79

67.43±5.06Δ

1.58

70.92±2.54*

3.15

73.33±2.81*

辣木叶及其复方水提液各组大鼠均有不同程度的

1.84

70.01±4.59

降低，
尤其以辣木叶水提液高剂量组及辣木叶复方

2.63

78.14±5.46

辣木叶复方水提液

4.20

73.50±4.73

**☆☆##
☆*

*
Δ
与模型组比较：
P＜0.05 **P＜0.01；
与番泻叶浸液组比较：
P＜

0.05；
与辣木叶单味药相应剂量组比较 ：P＜0.05 P＜0.01；
与黄芪
#

##

☆
白术组比较：
P＜0.05 ☆☆P＜0.01

*

P < 0.05

**

P < 0.01 vs model group；ΔP < 0.05 vs Senna leaf

extract group；#P < 0.05 ##P < 0.01 vs corresponding dose of WEMO
group；☆P < 0.05

☆☆

P < 0.01 vs water extract of Huangqi Baizhu

加 ，胃动素含量有升高的趋势 ，且辣木叶及其复方
水提液中、高剂量组与阳性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
异，
以复方高剂量组大鼠的胃动素水平最接近对照
组，
说明辣木叶及其复方能显著提高便秘大鼠结肠
组织胃动素水平。
与模型组比较，
结肠组织血管活性肠肽含量在

水提液中、高剂量组大鼠降低显著（P＜0.05、0.01），
复方水提液中剂量组大鼠血管活性肠肽水平最接
近对照组。结果表明，
适当剂量的辣木叶及其复方
能显著降低血管活性肠肽水平。
辣木叶及其复方水提液组血清生长抑素均显
著低于模型组（P＜0.01），
黄芪白术水提液组、辣木
叶复方水提液低、中、高剂量组生长抑素水平显著
低于阳性对照组（P＜0.01），
说明黄芪白术水提液、

group

辣木叶及其复方水提液能显著降低便秘大鼠生长
辣木叶复方各配伍水提液组与单味药辣木叶

抑素水平。

水提液各剂量组比较 ，体质量增量、粪便粒数及炭

辣木叶复方各配伍水提液组与单味药辣木叶

末推进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其中辣木叶复方中

水提液各剂量组比较，
血清 P 物质、
结肠组织胃动素

剂量组大鼠的体质量增量及炭末推进率显著高于

水平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但无显著性差异 ；血清生

单味药辣木叶水提液中剂量组（P＜0.05）。辣木叶

长抑素、结肠组织血管活性肠肽水平有所降低 ，其

复方各配伍水提液组与黄芪白术水提液组比较，
体

中辣木叶复方水提物中剂量组大鼠的血管活性肠

质量增量、排便粒数及炭末推进率也均有增加 ，其

肽水平显著低于单味药辣木叶水提物中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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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木叶及其复方对大鼠血清 P 物质和生长抑素、结肠组织胃动素和血管活性肠肽的影响（ x ±s，
，n = 8）

表3
Table 3

Effects of M. oleifera leaves and its Compounds on substance P and somatostatin in serum，
，and motilin and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in colon tissue of rats（ x ±s，
，n = 8）
P 物质/

剂量/

组别

−1

生长抑素/

−1

胃动素/

血管活性肠肽/

（g·kg ）

（pg·mL ）

（pg·mL ）

（pmol·L ）

（pg·mL−1）

对照

—

58.32±11.28**

1.98±0.28**ΔΔ

76.43±16.38**

49.15±7.72*Δ

模型

—

43.04±8.03

3.19±0.23

39.4±10.13

78.28±11.45

番泻叶浸液

0.01

55.59±13.52

72.56±14.90

52.09±11.38**

黄芪白术水提液

1.05

53.88±11.72*

1.54±0.13**ΔΔ

43.52±12.46Δ

71.45±12.73ΔΔ

辣木叶水提液

0.79

48.54±6.11

2.47±0.32

**

46.24±18.61

72.97±9.21

1.58

58.66±9.13

1.82±0.27

**ΔΔ

58.76±19.34

3.15

63.86±11.92**

2.00±0.18**ΔΔ

70.30±14.91**

60.57±13.39*

辣木叶复方

1.84

55.12±13.08

*

1.66±0.19

**ΔΔ##

49.94±14.54

67.18±11.81

水提液

2.63

65.01±13.22

**

1.35±0.16

**ΔΔ☆##

4.20

69.97±10.29**Δ☆

*

**

−1

2.41±0.24

**

1.48±0.15** ΔΔ##

*
Δ
与模型组比较：
P＜0.05 **P＜0.01；
与番泻叶浸液组比较：
P＜0.05

ΔΔ

−1

64.45±18.94

**

Δ
*

Δ

**☆

73.91±17.21**☆

64.58±14.88

50.86±7.63**☆☆ #
58.41±5.81**☆☆

☆
P＜0.01；
与黄芪白术组比较：
P＜0.05 ☆☆P＜0.01；
与辣木叶水提液

单味药相应剂量组比较：P＜0.05 P＜0.01
#

*

##

P < 0.05 **P < 0.01 vs model group；ΔP < 0.05

ΔΔ

P < 0.01 vs Senna leaf extract group；☆P < 0.05

☆☆

P < 0.01 vs water extract of Huangqi

Baizhu group；P < 0.05 P < 0.01 vs corresponding dose of WEMO group
#

##

组（P ＜0.05），辣木叶复方水提液各剂量组的生长

末推进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表明盐酸洛哌丁胺可

抑素水平显著低于单味药辣木叶水提液各剂量

明显抑制大鼠的肠道运动，
便秘模型复制成功。

组（P＜0.01）。与黄芪白术水提液组比较，
辣木叶复

胃肠激素是存在于胃肠道的生物活性物质，
能

方水提液高剂量组大鼠的 P 物质、胃动素水平显著

直接或间接参与胃肠运动，
其主要包括 P 物质、
胃动

升高（P＜0.05），
中剂量大鼠的血管活性肠肽、生长

素、血管活性肠肽、生长抑素等。其中，
P 物质、胃动

抑素水平显著降低（P＜0.05、0.01）。结果表明 ，经

素激素能促进胃蛋白酶分泌、收缩胃肠道平滑肌、

适当组合配伍后，
辣木叶复方调节胃肠激素的作用

促进胃蠕动，
对胃肠道运动起兴奋作用［19-20］；
而血管

优于单味药辣木叶及黄芪白术，
其中辣木叶侧重调

活性肠肽和生长抑素则抑制胃排空、抑制消化液分

节 P 物质、
胃动素及血管活性肠肽水平，
而黄芪白术

泌、促进胃肠道平滑肌舒张 ，对胃肠道运动起抑制

主要调节生长抑素水平。

作用［20-21］。已有研究报道［22-25］，
便秘患者或模型动物

4

血浆 P 物质，
胃动素含量明显降低，
而血管活性肠肽

讨论
辣木叶复方由辣木叶、黄芪和白术组成 ，经前

和生长抑素显著升高。可见，
便秘引起的胃肠功能

期文献调研和临床研究可知，
辣木叶和黄芪白术均

的紊乱与胃肠激素失调有关。因此本实验选取了

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11-16］，辣木叶性凉 ，恐伤及脾

这 4 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胃肠激素 ，
为辣木叶及其复

胃 ，辅以甘温的黄芪、白术 ，可补气健脾 ，适宜便秘

方临床治疗胃肠动力障碍提供评价指标。结果显

患者。关于辣木叶润肠通便的研究已有报道，
但作

示，
辣木叶及其复方水提液可增加大鼠血清 P 物质、

用机制尚不明确。本实验通过考察辣木叶及其复

结肠胃动素水平，
降低血清生长抑素和结肠血管活

方对便秘大鼠血清 P 物质、胃动素和结肠组织生长

性肠肽水平，
但辣木叶及其复方对大鼠胃肠激素含

抑素、血管活性肠肽的影响 ，从胃肠激素水平初步

量干预作用的程度不同。对 P 物质及胃动素的作用

探讨胃肠动力作用机制，
为临床应用辣木叶复方治

以辣木叶复方水提液高剂量组尤为明显，
对血管活

疗便秘提供依据。

性肠肽和生长抑素则以辣木叶复方水提液中剂量

盐酸洛哌丁胺是临床常用的止泻剂，
主要通过

组作用最强。黄芪白术是便秘患者的临床常用药，

抑制肠道平滑肌的收缩 ，减少肠蠕动 ，使肠内容物

由实验结果可知 ，比较于辣木叶单味药 ，复方组大

滞留时间延迟 ，致使实验动物出现排便量少、排便

鼠体质量增量、粪便粒数及炭末推进率均有增加 ，

［8，
17-18］

困难

。本实验中，
模型组大鼠的粪便粒数和炭

可知在该剂量下黄芪白术可增强辣木叶的通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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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且从胃肠激素上看，
也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主
要在降低生长抑素水平上发挥了较为明显的作用。
说明复方经适当配伍后，
其通便作用优于单味药辣
木叶及黄芪白术，
体现出复方配伍的整体优越性。
辣木叶及其复方对便秘大鼠有通便作用，
该作
用可能与其调节胃肠激素水平有关。由于胃肠运
动受神经系统和多种激素的共同调控，
故其通便作
用的确切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
由于辣木
叶及其复方成分复杂，
其通便作用的物质基础也需
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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