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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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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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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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夏枯草注射液具有较强的抗肿瘤作

用，其发挥抗肿瘤作用的机制之一在于诱导肿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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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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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引起的脑损害包括脑形态结构改变、生理

上，记录幼鼠本能性转体为头向上所需的时间。

功能改变和对认知功能的影响。近年来，癫痫对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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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影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选择治疗癫痫的

ｃｍ）的水平铜棒（直径０．５ ｃｍ），记录幼鼠从放置

药物不仅要以纠正神经元的异常放电，同时也要以

至跌落的时间。

尽量改善认知功能损害为原则。石菖蒲Ａｃｏｒ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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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１］，其主要成分ａ一细辛醚已在临床上广泛用于支

悬吊试验：幼鼠双前肢抓住一悬空（高度５０

自主活动试验：将幼鼠放置于ＹＬＳ一１Ａ多功

能自主活动仪黑色盒底部的中央，应用红外线探测
技术，记录幼鼠１０ ｍｉｎ内活动的次数。

气管炎的治疗。笔者发现ａ一细辛醚还能够有效抑制

以上３项测试于第２次给予ＰＴＺ诱发癫痫发

戊四氮（ＰＴＺ）诱导的癫痫幼鼠额叶神经元放电活

作后的幼鼠１ ｄ内非连续测试３次，取其均值为当

动和缓解癫痫发作。为了深入了解ａ一细辛醚的抗癫

日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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痫作用，本实验进一步考察了石菖蒲及ａ一细辛醚对

２．５

反复惊厥后幼鼠运动行为和记忆功能的影响。

主活动仪的图像采集系统及分析系统，自动记录定

１材料

位航行试验（ＰＮＴ）中幼鼠１２０ Ｓ内的运动轨迹、找

１．１动物：３周龄Ｗｉｓｔａｒ幼鼠，体重（３５±５）ｇ，由

到站台的总游泳时间、站台区域游泳时间和寻找站

长春高新医学动物实验研究中心提供。

台的搜寻策略等信息，以及空间探索试验（ＳＰＴ）中

１．２药物：石菖蒲粉剂为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产

幼鼠在６０ Ｓ内为搜寻站台而穿过站台区域的次数、

品，批号０３０７１１３。ａ一细辛醚片剂为沈阳天维制药厂

时间比例。４种搜寻策略的优劣次序依次为直线式、

产品，批号０３０２１９，质量分数９９．８％。苯巴比妥钠

趋向式、随机式、边缘式。

片剂由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批号０２０６０８。

２．６统计方法：所有资料采用ＳＰＳＳｌ０．０统计软件

ＰＴＺ为Ｓｉｇｍａ公司产品。

处理。依资料性质分别进行ｔ检验，Ｆ方差分析、ｇ

２方法

检验、Ｒｉｄｉｔ分析。

２．１分组及给药：３周龄的Ｗｉｓｔａｒ幼鼠ｉｐ

ＰＴＺ ６０

３

结果

ｍｇ／ｋｇ建立癫痫模型，模型成功与否以其发作时的

３．１运动行为学改变：结果见表１。试验中Ａ组动

行为变化为主要依据，按Ｒａｃｉｎｅ分级［２］。选用的癫

物转体能力、悬吊能力和自主活动最差，表现为与惊

痫模型幼鼠随机分为致痫模型组（Ａ组）、苯巴比妥

厥发作严重程度正相关，Ｂ组次之，与其他３组比较

钠组（Ｂ组）、石菖蒲组（Ｃ组）、ａ一细辛醚组（Ｄ组），

差异显著。ＮＣ、Ｃ、Ｄ ３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另设正常对照组（ＮＣ组），每组各１０只。各组均ｉｇ

３．２空间学习记忆能力变化：结果见表２～４。方差

给药，每天２次，共７ ｄ。ＮＣ组给予生理盐水每次

分析表明在ＰＮＴ和ＳＰＴ试验中，Ａ组幼鼠搜寻站

ｍＬ；参考临床用药剂量及人和动物药物剂量换

台的总游泳时间明显延长，站台区域搜寻时问百分

算法，其余各组分别ｉｇ苯巴比妥钠１８ ｍｇ／ｋｇ，石菖

比最低，穿过站台次数最少，同其他４组相比差异显

蒲２

著；Ｂ组次之，较ＮＣ、Ｃ、Ｄ ３组差异显著；ＮＣ、Ｃ、Ｄ

０．５

３５０

ｍｇ／ｋｇ，ａ一细辛醚２９ ｍｇ／ｋｇ。给药７ ｄ后，

除ＮＣ组外的Ｗｉｓｔａｒ幼鼠再次ｉｐ

ＰＴＺ ６０

ｍｇ／ｋｇ

３

组间差异无显著性。Ａ组ＰＮＴ搜寻策略主要为边缘

后，分别考察以下指标。

式，Ｂ组主要为趋向式，ＮＣ、Ｃ、Ｄ组主要为直线式。

２．２斜板试验：幼鼠头向下方置于４５。倾斜的木板

Ｒｉｄｉｔ分析提示Ａ、Ｂ组与其他３组比较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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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药物治疗后ＰＴＺ诱发的癫瘸幼鼠的

表４药物治疗后ＰＴＺ诱发的癫病幼鼠ＳＰＴ

运动行为（ｉ±ｓ，ｎ一１０）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ａｂｌｅ １

检测结果ｏ±ｓ，ｎ一１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ＰＴＺ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ｚ±Ｓ，ｎ一１０）

剂量／

转体时间／

悬吊时间／

自主活动／

（ｍｇ·ｋｇ一１）

Ｓ

Ｓ

（次·１０ ｒａｉｎ－１）

组别
ＮＣ

—

３

４

２

Ａ

—

８

８

２

Ｂ

１８

６

３

２

Ｃ

２ ３５０

３

７

Ｄ

２９

３

６

●

０

５６

８

９

Ｏ

２８４

５

３ ２

●

３

●

６

３２

５

８

●

１

２Ｏ３

２

２ ８

●

５

４２

４

８

●

８

２ ４１

８

３

２

●

２

３

●

土±士士士 ２

●

１

＊

＊

△

５３

２

９

●

３

＊

△

５１

７

士士士士士 ８

●

５

＊

＊

△

２７２

６

△

２ ７９

４

１

２７
土士土士± ２

８

●

８

●

９

●

６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ＰＴ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ＰＴＺ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ｎ—１０）

＊

△△

与Ａ组比较：。Ｐ＜ｏ．０５；与Ｂ组比较：ｚｘｐ＜ｏ．０５

与Ａ组比较：＋Ｐ＜Ｏ．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口ｓ

ＶＳ

Ａ：△Ｐ＜Ｏ．０５口５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Ｂ

表２药物治疗后ＰＴＺ诱发的癫痫幼鼠ＰＮＴ
检测结果ｏ±ｊ，辟一１０）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聘一１０）

剂量／

总游泳

（ｍｇ·ｋ９１）

时间／ｓ

组别

ｇｒｏｕｐ

Ａ；

与Ｂ组比较：６Ｐ＜Ｏ．０５
△Ｐ＜Ｏ．０５＂ＵＳ

ｇｒｏｕｐ

Ｂ

痫惊厥发作可造成不同程度的脑损伤和情感行为异

常。癫痫后认知功能损害依赖于癫痫发生的年龄、痫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ＮＴ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ＰＴＺ ａｆｔｅｒ

·１０３７·

而与病因、化学致痫剂或给予的电刺激关系不大［４］。

站台区域游泳站台区域游泳
时间／ｓ

性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并且与抗癫痫药物有关，

时间比例／％

偶然的、短暂的单次痫性发作并不引起认知功能损
害，大多数认知功能损害都发生在反复痫性发作或
癫痫持续状态后。癫痫持续状态持续３０～４０ ｒａｉｎ就

能引起神经元死亡和认知功能损害，且神经元损害
的严重性和程度与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密切相关［５］。
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ＵＳ

ｇｒｏｕｐ

Ａ：

与Ｂ组比较：△Ｐ＜ｏ．０５
△Ｐ＜Ｏ．０５＂ＵＳ

ｇｒｏｕｐ

中的主要成分之一，其毒性较小。为了明确ａ一细辛

Ｂ

表３药物治疗后ＰＴＺ诱发的癫痫幼鼠

醚在石菖蒲抗癫痫中发挥的作用，本实验采用了人

ＰＮＴ搜寻策略分析（ｎ一１０）

工合成的高纯度单体ａ一细辛醚片剂。经过石菖蒲及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ｅｐｉｌｅｐｓ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ＰＴＺ
ａｆｔｅｒ

剂量７
组别

石菖蒲含有多种化学成分，ａ一细辛醚是挥发油

（ｍｇ·ｋｇ一１）

悬吊及自主活动性方面的能力和空间学习记忆能力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弹一１０）

直萼式７趋穹式７随罂式７边孳式７
次
次
次
次

ａ一细辛醚的治疗后，ＰＴＺ诱发的癫痫幼鼠的转体、

均比未治疗组明显增强，并且与苯巴比妥钠治疗组
０５％可信限
西信限

相比也有显著增加，与正常幼鼠相仿。说明石菖蒲及
其主要成分ａ一细辛醚能够有效逆转癫痫幼鼠运动

ＮＣ

～

Ａ

～

行为及空间学习记忆的能力的损伤，ａ一细辛醚是石

Ｂ

１８

菖蒲抗癫痫的有效成分，具有神经保护作用。笔者发

Ｃ

２ ３５０

Ｄ

现经ａ一细辛醚治疗后，癫痫幼鼠额叶皮层放电的频

２９

与Ａ和Ｂ组比较：’Ｐ＜Ｏ．０５
’Ｐ＜Ｏ．０５＂５

ｇｒｏｕｐ

Ａ ａｎｄ Ｂ

４讨论

率明显少于石菖蒲组（数据未给出），提示ａ一细辛醚
较石菖蒲更能有效恢复受累损伤的神经元。

癫痫引起的认知功能损害是多因素作用的结

本研究探讨了石菖蒲及其成分ａ一细辛醚对

果。研究较多的是癫痫引起的海马结构的损伤与认

ＰＴＺ诱发的癫痫幼鼠运动行为及空间学习记忆能

知功能的关系，以及癫痫后谷氨酸Ⅳ一甲基一Ｄ一天门

力的近期影响。实验采用ｉｐ ＰＴＺ建立癫痫模型，在

冬氨酸（ＮＭＤＡ）受体激活与认知功能损害的关

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３］，增加惊厥发生频度为

系。惊厥可致海马ＣＡｌ区和门区神经元丢失、海马

每周２次，以缩短实验日程，结果显示建模成功。

组织缩小、胶质增生［６］，海马区神经元内线粒体和高

Ｍｏｒｒｉｓ水迷宫试验采用红外探测方法，客观地反映

尔基体等细胞器发生病理性超微结构改变，并最终

了药物的作用和持续时间。

导致细胞死亡［７］，同时伴随兴奋性的ＮＭＤＡ受体

由于幼鼠空间学习记忆能力和人类学习认知的

数目增加，其程度和海马区锥体神经元死亡程度密

可比性，故常用来进行人类学习记忆方面的研究。癫

切相关口］。石菖蒲和ａ一细辛醚可能通过抑制癫痫导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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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神经元凋亡，或者调节兴奋性神经递质／受体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ｉｚｕｒｅｓ

抑制性神经递质／受体之间的平衡，改善癫痫幼鼠的

ｏｎ

５）：￥２７一￥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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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罂粟总生物碱镇痛作用与前列腺素及阿片受体的关系
杨宇杰１，佟继铭１，袁亚非１，王春民”，宋成军１
（１．承德医学院，河北承德０６７０００；２．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承德０６７０００）

摘要：目的研究野罂粟总生物碱（ＴＡＰＮ）的镇痛作用与前列腺素（ＰＧｓ）、阿片受体的关系。方法采用小鼠
热板法、扭体法、电刺激法３种致痛模型；测定３种不同致痛物乙酰胆碱（Ａｃｈ）、醋酸（ＡＡ）和硫酸镁（ＭｇＳＯｔ）致
小鼠扭体反应后腹腔液中前列腺素Ｅ。（ＰＧＥ：）水平及采用纳洛酮拮抗实验的方法，分析ＴＡＰＮ镇痛作用与前列腺
素及阿片受体的关系，初步探讨ＴＡＰＮ的镇痛作用机制。结果ＴＡＰＮ对Ａｃｈ、ＡＡ诱导的小鼠扭体反应的抑制作
用明显强于对ＭｇＳＯ；的作用，且ＴＡＰＮ能明显降低小鼠ＡＡ致扭体后腹腔液中ＰＧＥｚ水平；在纳洛酮拮抗实验
中，ｉｐ或侧脑室给药（ｉｃｖ）阿片受体拮抗剂纳洛酮均不能对抗ＴＡＰＮ的镇痛作用。结论ＴＡＰＮ抑制ＰＧｓ的合
成，可能是其发挥外周镇痛作用的主要机制；其中枢镇痛作用与阿片受体无关。
关键词：野罂粟总生物碱；镇痛作用；前列腺素；阿片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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