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０３８·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月

［４］Ｓｔａｆｓｔｒｏｍ Ｃ 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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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Ｌｉａｏ

Ａｃｏｒｕｓ

［６］Ｊｉａｎｇ Ｌ，Ｃａｉ Ｆ Ｃ，Ｚｈａｎｇ Ｘ Ｐ．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ｒａｉ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ｓｅｉｚｕｒｅ ｉｎ ｒａｔｓ［Ｊ］．Ｃｈｉｎａ Ｊ

Ｗ Ｐ．Ｔｈｅ ａｎｔｉｅｐｉｌｅｐｔｉｃ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Ｊ］．Ａｅｔａ Ａｃａｄ

ｔａｔｒｉｎｏｗｉｉ Ｓｃｈｏｔｔ

Ｐｅｄｉａｔｒ（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２，４０（７）：４２９—４３３．

Ｍｅｄ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广州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２，３０（３）：１３－１５．
Ｅｒｄｔｍａｎｎ Ｖｏｕｒｌｉｏｔｉｓ Ｍ，Ｒｉｅｃｈｅｒｔ Ｕ，Ｍａｙｅｒ Ｐ，ｅｔ ａ１．
Ｐｅｎｔｙｌｅｎｅｔｅｔｒａｚ０１ｅ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ｏｆ

（ＰＴＺ）一ｉｎｄｕｃｅｄ

ｋｉｎｄｌ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ｎａｌｏｘｏｎｅ

ｒａｔｓ

ｉｓ

ｃ—ｆｏ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ＥＪ］．Ｂｒａｉｎ

ｂｙ

［７３

Ｚｈｏｕ Ｇ Ｐ，Ｑｉｎ Ｊ，Ｔａ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Ｃｈｉｎａ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中华儿科杂
志），２００１，３９（２）：１０５—１０８．

［８］Ｗａｎｇ Ｙ Ｆ，Ｙｕ Ｓ
Ｗ，Ｄｕｏｎｎｇ

ｃｏｎｖｕｌｓｉｏｎｓ

ｒａｔｓ：ａ

ａｎｄ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

Ｒｅｓ，１９９８，７９２：２９９—

ｔｈｅ

Ｍ，Ｌａｎｅｒｏｌｌｅ Ｎ Ｃ．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ｐａｔｈ０１０９ｙ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ｈｅｒｍｉｃ ｓｅｉｚ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ｓ［Ｊ］．Ｅｐｉｌｅｐｓｉａ，１９９９，
Ｊｉａｎｇ

Ｘ Ｙ，ｅｔ ａ１．Ｆｅｂｒｉｌ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３０８．

［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Ｊ］．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５９（９ Ｓｕｐｐｌ

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ｉｍａｌ

Ｅ２］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Ｊ］．Ｐｒｏｇ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２００２，１３５（３）：３７７—３９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５］Ｐｉｔａｎｅｎ Ａ．Ｄｒｕｇ—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ｅｐｉｌｅｐ—

运动行为和认知功能。具体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１］Ｃ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Ｚ，Ｆａｎ

ｏｆ

Ｈ Ｙ，ｅｔ ａ１．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ＮＭＤＡＲ

ｉｎ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 ａｆｔｅｒ ｆｏｃａｌ

ｏｎ

ｃｅｒｅ—

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ｉｎ

ｒａｔｓ［Ｊ］．Ｊ Ｃｌｉｎ Ｎｅｕｒｏｌ（临床神经病学杂
志），２００１，１４（１）：２７—２９．

４０：５—１９．

野罂粟总生物碱镇痛作用与前列腺素及阿片受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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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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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小鼠扭体反应的ＥＤ。。值（９５％可信限）分别为

ｎｕｄｉｃａｕｌｅ，ＴＡＰＮ）是从罂粟科植物野罂粟．Ｐ萨

２２．７（１８．３～２８．２）、１６．９（１３．０～２２．０）和３８．６

ｐａｖｅｒ ｎｕｄｉｃａｕｌｅ

Ｌ．中提取的总生物碱，作为一种新

（２９．２～５１．１）ｍｇ／ｋｇ。结果表明ＴＡＰＮ对２％

型镇痛药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前期研究工作已初

ＭｇＳＯ。致小鼠扭体反应的镇痛ＥＤ。。值明显大于对

步确定了ＴＡＰＮ镇痛作用部位主要在外周，同时也

其他致痛物的镇痛ＥＤ。。，说明ＴＡＰＮ对２％

具有中枢镇痛作用，且在脊髓以上水平［１］。本实验着

ＭｇＳＯ。的镇痛作用较对其他两者的作用为弱。

重探讨ＴＡＰＮ的镇痛作用与前列腺素（ＰＧｓ）及阿

２．１．２对小鼠ＡＡ致扭体后腹腔液中前列腺素Ｅ：

片受体的关系，进一步了解ＴＡＰＮ的镇痛作用机制。

（ＰＧＥ。）水平的影响：小鼠腹腔液中ＰＧＥ。水平测

１材料

定［２’３］：将小鼠快速断头处死，甩于血，剖开腹部皮肤

１．１药品与试剂：ＴＡＰＮ（质量分数为５９．３％），承

和腹部浆膜，收集腹腔液约２ ｍＬ，２

德医学院中药研究所提供；吗啡，东北第六制药厂生

１０

产，批号００１００９；吲哚美辛，上海第一制药厂生产，

ＫＯＨ一甲醇液２ ｍＬ，在５０℃水浴中异构化２０

批号９９０２１２；纳洛酮，北京四环制药厂生产，批号

ｍｉｎ，用甲醇液稀释至５ ｍＬ，２

００１２０１；乙酰胆碱（Ａｃｈ），上海新亚药厂，批号

ｒａｉｎ，取上清液，在２７８ ｎｍ紫外光处测定吸光度

９８０５０２；醋酸（ＡＡ），化学纯，上海化学试剂厂出品，

（Ａ）值。

５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ｒａｉｎ（４℃），取上清液０．５ ｍＬ加入０．５ ｍｏｌ／Ｌ

ｒ／ｒａｉｎ离心１０

５００

批号９８０４２５；硫酸镁（ＭｇＳＯ。），化学纯，上海试剂

取小鼠５０只，随机分为５组，即正常对照组、

一厂出品，批号９７０３０８；氢氧化钾（ＫＯＨ），化学纯，

模型组、吲哚美辛（２０ ｍｇ／ｋｇ）组、ＴＡＰＮ（７４、３７

上海泗联化工厂出品，批号９７０４０２；甲醇，分析纯，

ｍｇ／ｋｇ）组。除正常对照组外，提前５ ｒａｉｎ ｉｐ给药

上海化学试剂厂出品，批号９９０４０５。

０．２

１．２动物：昆明种小鼠，１８～２２ ｇ，河北省实验动物

常对照组ｉｐ等量生理盐水），第６ ｒａｉｎ后取腹腔液

中心提供，合格证号：医动字第０４０５６号。

测ＰＧＥ。水平（Ａ值），结果见表１。模型组小鼠腹腔

１．３仪器：岛津２６０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

液中ＰＧＥ。水平显著较正常对照组为高，吲哚美辛

ＤＴ一１００Ａ分析天平，北京光学仪器厂；ＷＳ２—

组及ＴＡＰＮ组小鼠腹腔液中ＰＧＥ。水平比模型组

２６１—７９恒温箱，上海医疗器械七厂；ＢＬ一４１０生物

显著降低。

机能实验系统软件，成都泰盟科技公司。

表１

２方法与结果
２．１

ｍＬ／１０ ｇ，然后ｉｐ ０．７％ＡＡ

０．１

ｍＬ／１０ ｇ（正

ＴＡＰＮ对ＡＡ致小鼠扭体后腹腔液中ＰＧＥ：水平
的影响（；士ｓ，砣一１０）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ＡＰＮ镇痛作用与ＰＧｓ的关系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ＡＰＮ

ｏｎ

ＰＧＥ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ｅｌｉａｃ

ｍ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ｗｒｉｔｈｉｎ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２．１．１对不同致痛物诱导的小鼠扭体反应的抑制

ｆｌｕｉｄ ｉｎ

作用：将化学刺激物注入小鼠腹腔内，引起小鼠产生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ＡＡ（；士ｓ，肛一１０）

扭体反应（腹部内凹，躯干与后腿伸直，臀部高起），
第６ ｍｉｎ后观察记录每１０ ｒａｉｎ内发生扭体反应的
次数（受试药物在ｉｐ化学刺激物前５ ｒａｉｎ给予）。
本实验中采用的化学刺激物有：０．７％ＡＡ、０．２％
Ａｃｈ、２％ＭｇＳＯ。，给药量均为０．１ ｍＬ／１０ ｇ。以给药
与正常ＮＮ，ｇｆｔ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后扭体次数减少５０％以上为有效镇痛作用指标。实

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验数据以ｚ－＋－Ｓ表示，多组间的差异性比较采用方差

’Ｐ＜０．０５

分析，结合Ｓｔｕｄｅｎｔ—ｔ检验。下面实验处理相同。
采用小鼠扭体法测定ｉｐ ＴＡＰＮ对ｉｐ不同致痛

。。Ｐ＜０．０１

Ｆｓ

ｚ、ｚｘｐ＜０．０１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ｚｌ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ｗ ｍｏｄｅｌ
２．２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ＴＡＰＮ镇痛作用与阿片受体的关系

物０．７％ＡＡ、０．２％Ａｃｈ、２％ＭｇＳＯ。所致扭体反应

２．２．１纳洛酮拮抗实验：小鼠热板法：把小鼠放到

抑制的ＥＤ。。值，采用简化机率单位法计算ＥＤ。。值。

预先加热至５５℃的恒温金属铜板上，以舔后足为

ＴＡＰＮ对０．７％ＡＡ、０．２％Ａｃｈ和２％ＭｇＳＯ。所

痛反应指标。实验动物均为雌性、基础痛阈在３０

Ｓ

·１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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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小鼠（药前间隔５ ｍｉｎ测得小鼠两次痛反应潜

验软件系统，电刺激小鼠尾下１／３处，无关电极固

伏期，以两次的均值作为基础痛阈）。给药后痛反应

定在小鼠尾根１ ｃｍ处（波宽１０ ｍｓ，频率２ Ｈｚ，串

潜伏期延长一倍以上者，作为有效镇痛作用。最长测

长５个），以引起动物嘶叫的最小电压值（Ｕ）作为

定时间不超过６０ Ｓ。取雌性小鼠４０只，随机分为４

痛阈。给药前测痛两次，间隔２０ ｍｉｎ，取其平均值作

组，即吗啡组、吗啡＋纳洛酮组、ＴＡＰＮ组和ＴＡＰＮ

为基础痛阈。另取小鼠４０只，随机分为４组，即吗

＋纳洛酮组。ｉｐ纳洛酮５ ｍｇ／ｋｇ
１６

ｍｇ／ｋｇ和ＴＡＰＮ

７４

１５

ｍｉｎ后，ｉｐ吗啡

ｍｇ／ｋｇ，用热板法测痛，结

啡组、吗啡＋纳洛酮组、ＴＡＰＮ组和ＴＡＰＮ＋纳洛
酮组。侧脑室给药（ｉｃｖ）纳洛酮０．１ ｍｇ／ｋｇ

１０ ｍｉｎ

果见表２。从实验数据可见，ｉｐ纳洛酮可明显拮抗吗

后，ｉｐ吗啡１６ ｍｇ／ｋｇ和ＴＡＰＮ

啡的镇痛作用，但对ＴＡＰＮ的镇痛作用无明显

激法测痛，结果见表３。ｉｃｖ纳洛酮可明显拮抗吗啡

影响。

７４

ｍｇ／ｋｇ，用电刺

的镇痛作用，但对ＴＡＰＮ的镇痛作用无明显影响。

小鼠电刺激致痛法：应用ＢＬ一４１０生物机能实

２．２．２

ＴＡＰＮ的镇痛作用耐受性：取雌性小鼠２４０

表２纳洛酮（ｉｐ）对ＴＡＰＮ在小鼠体内镇痛作用的影响（；±ｓ，疗一１０）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ｌｏｘｏｎｅ（ｉｐ）ｏｎ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ＡＰＮ ｉｎ ｍｉｃｅ（；±ｓ，ｎ一１０）

与同组０ ｍｉｎ时间点比较：’Ｐ＜Ｏ．０５一Ｐ＜Ｏ．０１
’Ｐ＜Ｏ．０５’。Ｐ＜Ｏ．０１

Ｖ５

０

ｍｉｎ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ｓａｍｅ

ｇｒｏｕｐ

表３纳洛酮（ｉｃｖ）对ＴＡＰＮ在小鼠体内镇痛作用的影响（ｚ±ｓ，ｎ一１０）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ｌｏｘｏｎｅ（ｉｃｖ）ｏｎ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ＡＰＮ ｉｎ ｍｉｃｅ（ｉ土ｓ，ｎ一１０）

与同组０ ｍｉｎ时Ｉ司点比较：’Ｐ＜Ｏ．０５
’Ｐ＜Ｏ．０５

。。Ｐ＜Ｏ．０１＇ＵＳ

０

ｍｉｎ

ｐｏｉｎｔ

一Ｐ＜Ｏ．０１
ｏｆ ｓａｍｅ

只，随机分为６组，每组４０只。１～３组ｉｐ

ｇｒｏｕｐ

ＴＡＰＮ ２８

周镇痛作用。已知体内一系列化学介质（如组胺、缓

ｍｇ／ｋｇ（单次给药ＥＤ。。），４～６组ｉｐ吗啡７ ｍｇ／ｋｇ

激肽、ＰＧｓ）作用于感觉神经末梢，可以致痛。ＰＧｓ

（单次给药ＥＤ。。），每天２次，连续１４ ｄ，于第１天（１

本身局部致痛作用较弱，但可大大增强组胺、缓激肽

和４组）、第７天（２和５组）、第１４天（３和６组），

等的致痛作用，即为痛觉增敏作用。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４］对

采用热板法分别测定ＴＡＰＮ和吗啡的镇痛ＥＤ。。值

ＰＧｓ的这种痛觉增敏作用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

（简化机率单位法）。ＴＡＰＮ于第１、７、１４天测定的

ＮＳＡＩＤｓ抑制ＰＧｓ的合成，是其发挥抗炎镇痛作用

ＥＤ。。值（９５％可信限）分别为２７．６４（２０．８９～

的主要原因。文献报道［５］，不同致痛物（如Ａｃｈ、

３６．５６）、２６．４２（１８．００～３８．７７）、２８．８１（２０．６３～

ＡＡ、ＭｇＳＯ。）致小鼠扭体反应的生化机制不尽相

４０．２３）ｍｇ／ｋｇ，差异无显著性，而吗啡测定的ＥＤｓｏ

同，前二者诱导的扭体反应是间接地通过腹腔产生

值（９５％可信限）分别为７．０３（５．７１～８．６５）、

急性炎症所致，与ＰＧｓ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可使腹

１２．６９（１０．０４～１６．０５）、１７．９３（１３．７４～２３．４０）

腔液中的ＰＧＥ。和前列腺素Ｆ：Ｕ（ＰＧＦ。ａ）水平升

ｍｇ／ｋｇ，可见吗啡随给药天数的增加，镇痛作用明显

高，ＰＧｓ合成抑制剂（如阿司匹林、吲哚美辛等）对

地减弱（尸＜０．０５、０．０１）。

它们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ＭｇＳＯ。诱导的扭体反应

３讨论

是一种非依赖于ＰＧｓ形成的炎症性疼痛反应，ＰＧｓ

ＰＧｓ在疼痛的产生和传递中起着重要作用，非

合成抑制剂对ＭｇＳＯ；诱导的扭体反应抑制作用明

甾体抗炎药（ＮＳＡＩＤｓ）通过抑制ＰＧｓ合成发挥外

显减弱。本实验结果显示ＴＡＰＮ对Ａｃｈ、ＡＡ诱导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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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鼠扭体反应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对ＭｇＳＯ。的

中，ｉｐ和ｉｃｖ阿片受体拮抗剂纳洛酮均不能对抗

作用。提示ＴＡＰＮ抑制小鼠扭体反应的作用可能与

ＴＡＰＮ的镇痛作用，与吗啡显著不同之处还在于其

ＰＧｓ形成有关。本实验还同时对小鼠ＡＡ致扭体后

镇痛作用无耐受性，由此推测，ＴＡＰＮ不作用于阿

腹腔液中ＰＧＥ：水平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ＴＡＰＮ

片受体，其镇痛作用不是通过阿片受体介导的。

与吲哚美辛一样能明显降低小鼠腹腔液中ＰＧＥ。水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平。另外，前期对小鼠福尔马林致痛实验研究中发
现，ＴＡＰＮ对晚期相疼痛反应的抑制作用比早期相
的作用更为敏感。这些结果均表明ＴＡＰＮ抑制ＰＧｓ

Ｉ－１１

挥中枢镇痛作用，其镇痛作用强，但反复应用易产生
躯体依赖性，临床应用受到严格控制。所以，是否具

ｉｎ

Ｐａｐａｖｅｒ

Ｆ，ｅｔ

７１ｕｄｉｃａｕｌｅ

ａ１．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ｓｉｔｅｓ

ｄｏｍｅｔｈａｃｉｎ

ａｒｅ

ｏｆ

ＥＪ］．Ｃｈｉｎ Ｔｒ口ｄｉｔ Ｈｅｒｂ

Ｄｒｕｇｓ（中草药），２００５，３６（４）：５５４—５５７．
［２］Ｈｕａｎｇ Ｇ Ｐ，Ｍａ Ｃ Ｇ，Ｘｕ Ｓ Ｙ．Ｔｈｅ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ａｐａｍｉｌ，ｎｉｆｅｄｉｐｉｎｅ，ａｎｄ

ｔｅｔｒａｎｄｒｉｎｅ［Ｊ］．Ｃｈ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Ｂｕｌｌ（中国药理学通报），
１９９３，９（１）：２６—２８．

ｒ３］Ｗａｎｇ Ｙ，Ｚｈａｏ Ｗ Ｚ，Ｃｈｅｎ Ｚ Ｗ，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ＡＰＮ’Ｓ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ＰＧｓ，ＮＯ，ＯＦＲ口］．Ｊ Ａｎｈｕｉ
Ｍｅｄ Ｕｎｉｖ（安徽医科大学学报），１９９８，３３（４）：２５７—２５８．
Ｅ４］

有成瘾性已作为评价镇痛药应用价值的重要指标。
为此，了解ＴＡＰＮ的镇痛作用与阿片受体的关系有

Ｊ，Ｗａｎｇ Ｃ Ｍ，Ｙｕａｎ Ｙ

ｔｏｔａｌ ａｌｋａｌｏｉｄｓ

的合成，可能是其发挥外周镇痛作用的主要机制。
麻醉性镇痛药主要作用于体内的阿片受体而发

Ｙａｎｇ Ｙ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Ｓ Ｈ．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ｓ，ａｓｐｉｒｉｎ—ｌｉｋｅ ｄｒｕｇ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ｇｅ—

ｓｉａ［Ｊ］．Ｎａｔｕｒｅ：Ｎｅｗ Ｂｉｏｌ，１９７２，２４０：２００－２０３．
Ｅｓ］Ｇｙｉｒｅｓ Ｋ，Ｔｏｒｍａ Ｚ．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纳洛酮拮抗实验

ｃｏｄｙ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ｈ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ｓ

ｔｅｓｔ

ｌ－Ｊ］．Ａｒｃｈ

ｉｎ

Ｉｎｔ

ｍｉｃｅ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

Ｔｈｅｒ，１９８４，２６７（１）：１３１．

丹参素对脑损伤的保护作用
张婷１’２，王超云２，田京伟２，傅风华＂，刘

珂３

（１．山东省天然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烟台２６４００３；２．中国海洋大学药物与食品研究所，
山东青岛

２６６００３；３．烟台大学药学院，山东烟台

丹参Ｓａｌｖｉａ ｍｉｌｔｉｏｗｈｉｚａ Ｂｕｎｇｅ为唇形科鼠尾

２６４００５）

号０４０１３０。数码相机ＤＳＣ—Ｐ９２，ＳｏＮＹ公司。

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以干燥根部入药，具有活血凉

２方法

血、祛瘀止痛、安神除烦的功效。丹参素是从丹参水

２．１对小鼠断头呼吸的影响［２］：取雄性小鼠４０只，

溶性部位中提取的有效成分，文献报道其有抗心肌

随机分为４组，每组１０只，即正常对照组（ｉｖ生理

缺血、改善微循环、抗炎等作用［１］，但其对脑损伤的

盐水），丹参素低、高剂量组（５ｔ别按３０、６０ ｍｇ／ｋｇ

保护作用未见报道。本实验通过观察丹参素注射液

ｉｖ丹参素注射液），阳性对照组（按１５ ｍＬ／ｋｇ ｉｖ红

对缺氧缺血性脑损伤及血栓形成的影响，为寻找新

花注射液），给药２０ ｍｉｎ后快速断头处死小鼠，记

的能够有效防治脑缺血疾病的药物提供实验依据。

录小鼠断头后张口喘息时间。

１材料

２．２对亚硝酸钠中毒小鼠生存时间的影响［３］：小鼠

１．１动物：普通级ＳＤ大鼠，雄性，体重２８０～３５０

分组及给药方法同２．１项。给药２０ ｍｉｎ后ｉｐ亚硝

ｇ；清洁级昆明种小鼠，雄性，体重１８～２２ ｇ，由山东

酸钠２００ ｍｇ／ｋｇ，记录各组小鼠生存时间。

省天然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２．３对大鼠中动脉栓塞致脑缺血的影响［２］：取雄性

合格证号为：ＳＹＸＫ（鲁）２００３００２０。

ＳＤ大鼠５０只，随机分为５组，每组１０只，即假手

１．２药品与仪器：丹参素注射液，山东省天然药物

术组，缺血模型组（ｉｖ生理盐水），阳性对照组（按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制剂室提供，批号０４０６２６；红四

７．５

氮唑，购自Ｓｉｇｍａ公司；亚硝酸钠（Ｓｔ析纯），江苏双

（分别按１５、３０ ｍｇ／ｋｇ ｉｖ丹参素注射液）。大鼠水合

源化工厂；红花注射液，万荣三九药业有限公司，批

氯醛（３５０ ｍｇ／ｋｇ，ｉｐ）麻醉，分离左侧颈总动脉，夹

ｍＬ／ｋｇ ｉｖ红花注射液），丹参素低、高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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