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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枯草注射液诱导Ｋ５６２细胞凋亡的实验研究
张可杰１，张明智２，王庆端２
（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血液科，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３０；２．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河南郑州４５００５２）

摘要：目的探讨夏枯草注射液体外抗白血病作用，为临床应用夏枯草注射液治疗白血病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采用ＭＴＴ法测定夏枯草注射液对Ｋ５６２细胞的增殖抑制率，计算出ＩＣｓｏ值；绘制夏枯草注射液（５０、１００ ｍｇ／ｍＬ）
作用于Ｋ５６２细胞的生长曲线。用倒置显微镜、姬姆萨染色法、ＭＴＴ染色法光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台盼蓝拒染法、
流式细胞仪ＰＩ染色观察夏枯草注射液对Ｋ５６２细胞的促凋亡活性，用免疫细胞化学法检测夏枯草注射液对凋亡
相关基因ｂｃｌ一２和ｂａｘ蛋白表达的影响，并用图文分析系统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夏枯草注射液对Ｋ５６２细胞增殖
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在一定的剂量范围内抑制作用具有明显的剂量依赖性（ｒ一０．９８５ ｏ），ＩＣｓｏ为０．１１３ ｍｇ／
ｍＬ。夏枯草注射液（５０ ｍｇ／ｍＬ）作用于Ｋ５６２细胞后，倒置显微镜、姬姆萨染色、ＭＴＴ染色光镜下观察，均可见典
型的凋亡细胞的形态学特征。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处理组细胞凋亡率［（３７．１５±１．４６）％］明显高于对照组
细胞凋亡率［（５．５６士０．６８）％］（Ｐ＜ｏ．０１）。夏枯草注射液（５０ ｍｇ／ｍＬ）作用于Ｋ５６２细胞４８ ｈ，ｂｃｌ一２蛋白表达增
强，而ｂａｘ表达减弱，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Ｐ＜０．０１）。结论夏枯草注射液可明显抑制Ｋ５６２细胞增殖，可望
成为新的抗白血病药物，诱导Ｋ５６２细胞凋亡可能是其发挥抗肿瘤作用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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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化疗是目前治疗白血病的常用手段，但迄

髓造血功能的抑制作用会被迫中断化疗；原发或继

今用于临床的化疗药物不良反应较大，尤其是对骨

发耐药往往导致化疗失败。因此，寻求高效低毒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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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药物是目前肿瘤治疗的主要课题之一。夏枯草

３９．５、５９．２、８８．９、１３３

ｍｇ／ｍＬ夏枯草注射液；阳性

Ｌ．的干燥

对照组：加入阿霉素，终质量浓度分别为０．０３９、

成熟果穗，具有清火明目、散结消肿之功效。现代药

０．１５６、０．６２５、２．５００、１０．０００弘ｇ／ｍＬ；空白对照组：

理学研究证明夏枯草具有广泛的药理活性，可治疗

加入等体积的生理盐水。另设本底对照组：加入等体

瘰疬、瘿瘤、乳痈肿痛、乳癌，为一具有开发价值的抗

积的相应药物但无细胞培养液，置３７℃、５％ＣＯ。

肿瘤中药。本研究以人红白血病细胞系Ｋ５６２细胞

培养箱中培养４８ ｈ后，每孔加入ＭＴＴ溶液（５ ｇ／

为靶细胞，研究夏枯草经水煎醇沉法制成的注射液

Ｌ）２０弘Ｌ，在相同条件下继续培养４ ｈ，离心（３

对Ｋ５６２细胞增殖的影响，并运用细胞生物学的方

ｒ／ｍｉｎ）１０ ｍｉｎ，快速翻转培养板弃去孔内培养液，

法对夏枯草注射液诱导Ｋ５６２细胞凋亡的特点及可

每孔加入２００

能机制进行初步探讨，为临床应用夏枯草治疗白血

荡１０ ｍｉｎ使结晶充分溶解，酶联免疫检测仪检测

病提供实验依据。

５７０

１材料

细胞增殖抑制率。以上实验各重复３次，求平均值。

为唇形科植物夏枯草Ｐｒｕｎｅｌｌａ

ｖｕｌｇａ矗ｓ

ｐ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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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ＭＳＯ，室温下在微量振荡器上振

ｎｍ波长处的吸光度（Ａ）值，由下列公式计算

Ｋ５６２细胞系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研

ＩＣ。。为抑制细胞增殖达到５０％时药物质量浓度，利

究所细胞库。鼠抗人ｂｃｌ一２单抗（２００ ｐｇ／ｍＬ）、鼠抗

用概率单位法求得。南美抗肿瘤药物研发办公室制

人ｂａｘ单抗（２００／卫ｇ／ｍＬ）为美国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公司

定的植物提取物抗肿瘤的有效性标准为ＩＣ。。≤５０

产品，批号Ｈ０９２。免疫组化染色试剂盒、ＤＡＢ显色

ｍｇ／ｍＬ‘¨。

试剂盒（ＺＬＴ－－９０３２／９０３３

ＤＡＢ

细胞增殖抑制率一（１一Ａ实验／Ａ空自）×１００％

ＫｉＴ）为北京中山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ＲＮａｓｅ Ａ、碘化丙啶（ＰＩ）

２．３生长曲线的绘制：取对数生长期Ｋ５６２细胞，

为美国Ｂｅｃｋｍａｎ Ｃｏｕｌｔｅｒ公司生产的流式细胞仪机

用含１０％胎牛血清的ＲＰＭＩ一１６４０培养液配成４×

带试剂。夏枯草注射液：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

１０４／ｍＬ单细胞悬液，接种于１２个５０ ｍＬ的培养瓶

院药厂提供，为单味夏枯草经水煎醇沉法制成的注

中，每瓶９ ｍＬ，置３７℃、５％ＣＯ。培养箱中培养２４

射液，含生药３ ｇ／ｍ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ｈ后加药，其中６瓶加夏枯草注射液１ ｍＬ（３瓶为

注射剂项下有关规定，批号为沪卫药剂９１—１２１，实

含夏枯草生药５０ ｍｇ／ｍＬ，３瓶为含夏枯草生药１００

验时用生理盐水稀释，调ｐＨ值为７．０。阿霉素

ｍｇ／ｍＬ），３瓶加阿霉素（终质量浓度为０．２ ｐ．ｇ／

（Ａｄｒｉａｍｙｃｉ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ｍＬ）１ ｍＬ为阳性对照组，３瓶加生理盐水１ ｍＬ为

（每支１０ ｍｇ），实验时用生理盐水稀释。酶联免疫检

空白对照。同时设本底对照，加入等体积的无细胞培

测仪：国营华东电子管厂制造ＤＧ３０２２Ａ型。流式细

养液及相应浓度的药物，同等条件下培养，从加药第

胞仪：美国Ｂｅｃｋｍａｎ Ｃｏｕｌｔｅｒ公司产品，Ｃｏｕｌｔｅｒ

ｌ天开始，每天各取１ ｍＬ接种至９６孔板中进行

ＸＬ。高清晰度彩色病理图文分析系统：同济医

ＭＴＴ比色试验（方法同前），连续７ ｄ，测出Ａ值，

Ｅｐｉｃｓ

科大学千层影像工程公司产品，ＨＰＩＡＳ一１００。

计算细胞存活率，取每组３瓶的平均数，最后以Ａ

２方法

值对时间作图，绘制生长曲线，同时每天于加ＭＴＴ

２．１

细胞培养：Ｋ５６２细胞培养于含１０％灭活

４

ｈ后光镜下观察Ｋ５６２细胞形态特征。

（５６℃，３０ ｍｉｎ）胎牛血清的ＲＰＭＩ一１６４０培养液

２．４夏枯草诱导Ｋ５６２细胞凋亡的检测

中，培养液含ＮａＨＣＯ。２．０ ｇ／Ｌ、谷氨酰胺０．２９２

２．４．１

ｇ／Ｌ、ｈｅｐｅｓ

细胞凋亡的诱导：取对数生长期Ｋ５６２细

ｇ／Ｌ、丙酮酸钠０．１１ ｇ／Ｌ、二巯基乙醇

胞，用含１０％胎牛血清的ＲＰＭＩ一１６４０培养液配成

０．５

ｍＬ（１：１４６稀释）、青霉素１００ Ｕ／ｍＬ、链霉素

１×１０５／ｍＬ单细胞悬液，分别接种于５０ ｍＬ培养瓶

１００

Ｕ／ｍＬ。置于ＣＯ：培养箱内常规培养，５％ＣＯ：，

中，每瓶９ ｍＬ，置３７℃、５％ＣＯ。培养箱中培养２４

６

相对湿度为９５％，温度为３７℃。

ｈ后，分别加入含夏枯草生药５０ ｍｇ／ｍＬ夏枯草注

ＭＴＴ比色法测定药物的细胞增殖抑制作用：

射液（处理组）及同体积的生理盐水（对照组），同

取对数生长期Ｋ５６２细胞，用含１０％胎牛血清的

等条件下继续培养，收集一定作用时间的细胞作凋

ＲＰＭＩ一１６４０培养液配成５×１０４／ｍＬ单细胞悬液，

亡的检测。

接种至９６孔板中，每孔１８０弘Ｌ，每组设４个平行

２．４．２

孔，然后分别加入实验药物，终体积为２００弘Ｌ。实验

２４、４８、７２

分为３组，实验组：加入终质量浓度（生药）为２６．３、

细胞形态；然后从对照组及处理组各取样９０肛Ｌ移

２．２

细胞形态观察：分别取处理组及对照组作用
ｈ的Ｋ５６２细胞，先在倒置显微镜下观察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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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夏枯草注射液对Ｋ５６２细胞增殖的抑制

入小试管中，加１０肛Ｌ ０．４％台盼蓝染液混匀，５

作用（ｘ±ｓ，ｎ一１２）

ｍｉｎ内用血球计数板观察细胞着色情况；最后收集

Ｔａｂｌｅ １

细胞Ｇｉｅｍｓａ染色１０～１５ ｍｉｎ，二甲苯透明，中性树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ＶＩ

ｏｎ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ｘ±ｓ，ｎ一１２）

ｏｆ

脂封固，图像分析系统下观察并储存图片。
２．４．３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将经夏枯草注射

·１０３３·

组别

细胞生长抑制率／％

Ａ７５０

Ｐ

液处理４８ ｈ及对照组的Ｋ５６２细胞，分别收集于离
心管中，８００～１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５ ｍｉｎ，弃上清液，用

ＰＢＳ缓冲液洗２次，经４００目筛网滤过后移入已硅
化的玻璃管中，取１×１０６个细胞，１
５

０００

ｒ／ｒａｉｎ离心

ｍｉｎ，弃上清液，加入ＲＮａｓｅＡ至终质量浓度为５０

ｂｔｇ／ｍＬ，在３７℃水浴中保温３０ ｍｉｎ，加入碘化丙啶
（ＰＩ）至终质量浓度为５０ ｇｇ／ｍＬ，在４℃下避光染
色２０ ｒａｉｎ，染色后４ ｈ内以流式细胞仪测定细胞
ＤＮＡ水平，并用Ｍｕｌｔｉｃｙｃｌｅ软件分析。

与对照组比较：一尸ｄ０．０１
。’Ｐ＜０·Ｏｌ

２．４．４免疫细胞化学法检测凋亡相关基因蛋白的

表达：将玻片在１：１０倍稀释的多聚赖氨酸中浸泡
５

ｍｉｎ，干燥过夜，将经夏枯草注射液处理４８ ｈ及对

照组的Ｋ５６２细胞分别收集于离心管中，按免疫组
化染色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免疫细胞化学染色结

果经ＨＰＩＡＳ一１００型高清晰度彩色病理图文分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７５

ｇｒｏｕｐ

著（Ｐ＜ｏ．０１），经５０ ｍｇ／ｍＬ夏枯草注射液处理的
细胞，细胞存活率于第３天降至最低，最后，逐渐部
分恢复生长。而１００ ｍｇ／ｍＬ夏枯草注射液处理的
细胞，细胞生长从第３天起呈明显抑制状态，持续至
第７天。见图１。
２ ５

系统定量并储存图片。
２．０

２．５统计学处理：实验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ｌ０．０统计软
１ ５

件处理，多组均数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
ｗａｙ

ｊ型
飞

ＡＮＯＶＡ），方差不齐时，进行变量转换。实验组

与对照组比较用Ｄｕｎｎｅｔｔ

ｒ

Ｓ

１．０

Ｔ检验，实验组与对照

０．５

组之间两两比较用ＬＳＤ检验，实验组药物剂量与细
Ｏ．０

胞生长抑制率之间采用相关分析，加药组与对照组

ｔ／ｄ

凋亡率及凋亡基因蛋白表达的比较采用ｔ检验，结
１一正常对照

果均以３７±Ｓ表示。

２一夏枯草注射液（５０ ｍｇ／ｍＬ）

３一阿霉素（Ｏ．２ ｔｘｇ／ｍＬ）４－夏枯草注射液（１００ ｍｇ／ｍＬ）
３

结果

１－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１对Ｋ５６２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见表１。各质

２－ＰＶＩ（５０

ｍｇ／ｍＬ）

３－Ａｄｒｉａｍｙｃｉｎ（ｏ．２肛ｇ／ｍＬ）４－ＰＶＩ（１００ ｍｇ／ｍＬ）

量浓度夏枯草注射液对Ｋ５６２细胞的增殖有较强的

图１

抑制作用，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差异非常显著（Ｐ＜

Ｆｉｇ．１

Ｋ５６２细胞生长曲线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０．０１），且在一定剂量范围内随着夏枯草质量浓度的

３．３夏枯草注射液诱导Ｋ５６２细胞凋亡

增加，抑制率越来越高，具有明显的剂量依赖性，以

３．３．１

抑制率对质量浓度进行线性回归，回归方程为ｙ一

理的Ｋ５６２细胞与未经处理的Ｋ５６２细胞比较，在

１１．３５＋０．６４ Ｘ，ｒ一０．９８５ ０。求得ＩＣ５。为（５７．６５±

形态学上发生显著的变化，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对照

３．５８）ｍｇ／ｍＬ。阳性对照药阿霉素的ＩＣ。。为

组细胞悬浮生长，胞体为圆形，核大而圆，位于细胞

（０．２１±Ｏ．００２）／１９／ｍＬ。

中央，而夏枯草注射液处理２４ ｈ后，细胞体积变小，

３．２对Ｋ５６２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ＭＴＴ法检测

细胞形态发生改变，呈椭圆形、杆形和哑铃形，细胞

夏枯草注射液作用于Ｋ５６２细胞１～７ ｄ后的细胞

内颗粒增多，细胞密度下降，且随着作用时间延长，

活力，实验结果表明，夏枯草注射液（５０、１００ ｒａｇ／

视野中的正常细胞减少，形成许多彼此黏附成簇的

ｍＬ）对Ｋ５６２细胞的生长均有抑制作用，且呈明显

台盼蓝拒染的凋亡小体。对照组及经夏枯草处理组，

剂量依赖关系（每天３组两两相比，差异均非常显

加入ＭＴＴ共同培养４ ｈ后，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

Ｋ５６２细胞形态学观察：经夏枯草注射液处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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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对照组细胞呈圆形，结构完整，胞浆连续，形成

长。夏枯草（１００ ｍｇ／ｍＬ）作用于Ｋ５６２细胞后，从

的蓝紫色结晶比较均一。而处理组细胞形态不圆整，

第３天起细胞生长呈明显抑制状态，持续至第７天。

体积变小，边缘有起泡现象，形成的蓝紫色结晶在细

因此，夏枯草可望成为新的抗肿瘤药物。

胞边缘聚集，成新月体状或边界分明的颗粒块状浓

４．２夏枯草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慢性粒细胞白血

染区域，部分细胞呈空泡状，无蓝紫色结晶沉着，经

病（ＣＭＬ）是一种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克隆性

Ｇｉｅｍｓａ染色后油镜下观察，可看到渐进性的较为典

疾病，临床上表现为髓系的恶性扩增。近年研究表

型的细胞凋亡的形态学特征，先是细胞体积变小，然

明，ＣＭＬ患者祖细胞的增殖率与正常人相比并不增

后染色质浓缩聚集，核碎裂，然后随胞膜一起离开胞

加，说明细胞增殖失控并非ＣＭＬ的发病机制，而凋

体，形成凋亡小体。

亡受抑在其发病机制的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３．３．２流式细胞术分析细胞凋亡：夏枯草注射液

注，提示诱导细胞凋亡将是ＣＭＬ治疗的一条新途

ｍｇ／ｍＬ作用于Ｋ５６２细胞４８ ｈ后以流式细胞

径。人类红白血病细胞系Ｋ５６２是由Ｌｏｚｚｉｏ等口３于

仪分析细胞ＤＮＡ水平直方图，可见典型的ＤＮＡ

１９７５年从１例处于原始细胞危象的慢性髓系白血

水平小于二倍体的亚Ｇ。凋亡峰，凋亡率为

病患者的胸腔渗出液中建立的，因其具有费城染色

（３７．１５土１．４６）％，较对照组细胞凋亡率（５．５６±

体（Ｐｈ）及ｂｃｒ／ａｂｌ融合基因，常被用于ＣＭＬ的体

０．６８）％增高（Ｐ＜０．０１）。

外研究。本研究发现，夏枯草注射液抑制Ｋ５６２细胞

３．３．３凋亡相关基因蛋白表达：表２为免疫细胞化

的生长是通过诱导Ｋ５６２细胞凋亡而发挥作用的，

学染色后显微图像分析系统测定所得的吸光度

表现为夏枯草注射液作用于Ｋ５６２细胞一定时间后

５０

（Ａ）值。可见５０ ｍｇ／ｍＬ夏枯草注射液处理Ｋ５６２

台盼蓝染色拒染表明其细胞膜完好，为非坏死细胞，

细胞４８ ｈ，ｂｃｌ一２蛋白表达减弱，而ｂａｘ蛋白表达增

倒置显微镜下可见细胞体积变小，细胞形态发生改

强，对照组与加药组间差异显著（Ｐ＜０．０１），ｂｃｌ一２

变，最后形成膜包小体，加入ＭＴＴ孵育４ ｈ后，可

与ｂａｘ蛋白主要分布在胞浆和核膜周围，细胞浆上

见形成的蓝紫色结晶在细胞边缘聚集，部分细胞成

有棕黄色或棕褐色颗粒着色为阳性特征。

空泡状，无蓝紫色结晶沉着。以Ｇｉｅｍｓａ染色后油镜

表２夏枯草注射液处理Ｋ５６２细胞４８ ｈ后ｂｅｌ一２

胞皱缩，染色质浓缩聚集，核破碎，凋亡小体形成等。

及ｂａｘ蛋白的表达（ｎ一７）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ｃｌ一２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ａｘ ｏｆ
Ｋ５６２ ｃｅｌ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ＶＩ ｆｏｒ ４８

ｈ（聆一７）

组别１丽蕊ｒｉ面１丽丽—而
ｂｃｌ一２

下观察可看到典型的细胞凋亡的形态学特征，如细

ｂａｘ

流式细胞仪分析可见Ｋ５６２细胞经夏枯草注射液处
理４８ ｈ后，在ＤＮＡ直方图上，可见明显的亚二倍

体凋亡峰。以上结果表明，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是夏枯
草注射液的抗肿瘤作用机制之一。
４．３夏枯草引起ｂｃｌ一２蛋白表达减弱及ｂａｘ蛋白
表达增强：ＭｃＧａｈｏｎ等［３１研究发现Ｋ５６２细胞对多

与对照组比较：…Ｐ＜Ｏ·００１
…Ｐ＜Ｏ．００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Ｓ

ｇｒｏｕｐ

４讨论

种化疗药物诱导的凋亡有很强的抵抗性，这种抗凋
亡的机制可能与ＣＭＬ特征性ｂｃｒ／ａｂｌ融合基因所
表达的Ｐ２１０ｋｒ／抽１融合蛋白具有很强的酪氨酸激酶

夏枯草具有抗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本实验用

（ＴＫ）活性有关［４３。另外ｂｃｌ一２基因家族也参与

ＭＴＴ实验首次观察了夏枯草注射液对Ｋ５６２细胞

Ｋ５６２细胞凋亡的调控，ｂｃｌ一２家族中的ｂｃｌ一２和ｂａｘ

增殖的影响，结果表明，夏枯草注射液具有明显抑制

是一对调节细胞凋亡的重要基因，它们的比率影响

Ｋ５６２细胞增殖的作用，其ＩＣ５。为（５７．６５±３．５８）

着肿瘤细胞对各种凋亡刺激因子的敏感性和抵抗

ｍｇ／ｍＬ。根据夏枯草生药１ ｋｇ可制得夏枯草粗提

性，最终决定细胞的生存和死亡。本研究结果显示，

物１．９６ ｇ计算，ＩＣ。。值（夏枯草粗提物质量浓度）

夏枯草注射液可导致ｂｃｌ一２蛋白表达减弱及ｂａｘ蛋

为０．１１３ ｍｇ／ｍＬ，符合南美抗肿瘤药物研发办公室

白表达增强，二者可能是夏枯草注射液诱导Ｋ５６２

制定的ＩＣ。。≤５０ ｍｇ／ｍＬ认为有效的标准，其抑制

细胞凋亡的原因之一，在诱导凋亡过程中起协同作

作用呈明显的剂量依赖关系。从细胞生长曲线可以

用。另外，夏枯草中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能抑制细胞

看出，夏枯草（５０ ｍｇ／ｍＬ）作用于Ｋ５６２细胞后，细

信号传导过程中的酪氨酸蛋白激酶活性口］，而Ｋ５６２

胞存活率均于第３天降至最低，随后能部分恢复生

细胞对凋亡的抗性可能与其Ｐ２１０ｋ“曲１融合蛋白具

４．１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１０３５·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月

有很强的酪氨酸激酶的活性有关。因此，夏枯草是否
通过抑制酪氨酸激酶活性而诱导Ｋ５６２细胞凋亡，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１１３

Ｍａｎｓ Ｄ Ｒ，Ｒｏｃｈａ Ａ Ｂ，Ｓｃｈｗａｒｔｓｍａｎｎ Ｇ．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ｄｒｕｇ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尚需进一步研究。

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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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枯草粗提物进行了抗白血病和诱导细胞凋亡的探
讨，今后还有待于分离鉴定抗肿瘤的活性单体，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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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对细胞凋亡的影响尚不清楚，其抗肿瘤作用的分
子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本实验目前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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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凋亡。本实验仅探讨了夏枯草注射液在体外对
Ｋ５６２细胞增殖及对Ｋ５６２细胞凋亡的影响，其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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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菖蒲及其有效成分ｏｃ一细辛醚对癫痫幼鼠运动行为和记忆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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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石菖蒲及其成分ａ一细辛醚对戊四氮（ＰＴＺ）诱发的实验性癫痫幼鼠运动行为和空间学习记忆
能力的影响。方法Ｗｉｓｔａｒ幼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ＮＣ）和致痫模型组（Ａ）、苯巴比妥钠组（Ｂ）、石菖蒲组
（Ｃ）、ａ一细辛醚组（Ｄ），以ｉｐ

ＰＴＺ ６０

ｍｇ／ｋｇ建立癫痫模型，各组远给药。动态观察各组幼鼠在斜板试验、悬吊试验、

自主活动试验中行为运动的变化以及在Ｍｏｒｒｉｓ水迷宫试验中空间学习记忆能力的改变。结果Ａ组动物的转体
能力、悬吊能力、自主活动能力和空间学习记忆能力明显下降，与惊厥发作严重程度呈正相关，Ｂ组次之，与其他各
组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ｏ．０５）。而Ｃ组、Ｄ组各项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不显著。结论ＰＴＺ诱发的幼鼠多
次惊厥发作损害其行为运动能力和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与苯巴比妥钠相比，ａ一细辛醚和石菖蒲能够有效地逆转
ＰＴＺ所致的损害。
关键词：石菖蒲；ａ一细辛醚；苯巴比妥钠；癫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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