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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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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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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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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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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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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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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结果表明，在纳洛酮拮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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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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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颈总、颈内动脉，颈外动脉近心端及远心端结扎，

结果显示，不同剂量丹参素（３０、６０ ｍｇ／ｋｇ）均能延

中间剪开。将颈外动脉游离端拉至与颈内动脉成一

长亚硝酸钠中毒小鼠的生存时间，与正常对照组比

条直线，将栓线（直径０．２４ １Ｔ１１ＴＩ尼龙线，长度５．０

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０．０１）。

ｃｍ）由颈外动脉插入至颅内，遇轻微阻力时停止，插

３．３对大鼠中动脉栓塞致脑缺血的影响：见表２。

入深度约为２ ｃｍ。结扎颈外动脉开口，并打开颈总

结果显示，缺血２４ ｈ后，大鼠表现出明显的行为障

动脉动脉夹，消毒缝合伤口，造成左侧大脑中动脉缺

碍，脑组织也出现明显的灶状缺血区，达到全脑

血模型；假手术组仅进行左侧颈总动脉、颈内动脉、

２５％左右。不同剂量丹参素可以不同程度地减轻动

颈外动脉的分离（２３～２５℃进行）。各组动物于缺

物的行为障碍，大鼠脑缺血区梗死面积也有明显减

血后３０ ｍｉｎ舌下ｉｖ给予相应药物。２４ ｈ后，按文献

少，与缺血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Ｐ＜Ｏ．０５、０．０１）。
表２丹参素对中动脉栓塞大鼠行为评分和缺血

方法［４］进行行为障碍评分，评分越高，行为障碍越严

面积的影响（；±ｓ，辟一１０）

重。行为评分后处死大鼠，取脑，去掉嗅球、小脑和低
Ｔａｂｌｅ

位脑干，冠状切成５片，脑片用红四氮唑（ＴＴＣ）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ａｎｓｈｅｎｓ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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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正常组织经染色后呈红色，梗死组织呈白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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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ＣＡＯ ｒａｔｓ（；±ｓ，糟一１０）

色后照相，用中国航空航天大学病理图像分析软件
求梗死面积比。
对动一静脉旁路血栓形成的影响：取雄性ＳＤ

２．４

大鼠４０只，随机分为４组，每组１０只，即正常对照
组（给予生理盐水），丹参素低、高剂量组（分别按

一Ｐ＜Ｏ·０１

与缺血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ｍｇ／ｋｇ剂量给药），阳性对照组（按７．５ ｍＬ／

１５、３０

＋Ｐ＜Ｏ．０５

’。Ｐ＜Ｏ．Ｏｌ口ｓ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妇给予红花注射液）。禁食１２ ｈ后，各组动物分别

３．４

ｉｖ相应药物，２ ｈ后，按文献方法［５３将大鼠用戊巴比

丹参素低、高剂量组血栓湿质量明显低于正常对照

妥钠麻醉后，取内径０．９ ｍｍ、长约１２ ａｍ的三段聚

组，说明丹参素可抑制大鼠动一静脉旁路血栓的形成。

乙烯管（内置５ ｃｍ长的丝线），连接右颈总动脉和

表３丹参素对大鼠动一静脉旁路血栓形成

对大鼠动一静脉旁路血栓形成的影响：见表３。

左颈外静脉，开放血流１５ ｍｉｎ后中断血流，取出丝
线称质量，此时丝线湿质量减去原丝线干质量，即为

的影响（ｚ±ｓ，ｎ一１０）
Ｔａｂｌｅ ３

所形成血栓的湿质量。
２．５
ｔａｉｌ
３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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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ｓ（ｘ－４－ｓ。ｎ一１０）

统计学方法：数据用ｚ－－４－＿Ｓ表示，组间ＴＷＯ—
ＡＮＯＶＡ检验。
结果
对小鼠断头呼吸时间的影响：见表１。结果显

示，正常小鼠断头后呼吸时间在２１ Ｓ左右，不同剂量
的丹参素（３０、６０ ｍｇ／ｋｇ）均可延长断头小鼠的呼吸
时间，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０．０１）。
３．２对亚硝酸钠中毒小鼠生存时间的影响：见表１。
表１丹参素对小鼠断头呼吸时间和亚硝酸钠中毒
小鼠生存时间的影响（；士ｓ，捍一１０）
Ｔａｂｌ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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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ｔｉｍｅ ｏｆ ｈｙｐｏｘｉｃ ｍｉｃ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ｓｏｄｉｕｍ ｎｉｔｒｉｔｅ（ｘ－４－ｓ，ｎ一１０）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Ｏ．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ＶＳ

一Ｐ＜Ｏ·０１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４讨论

文献报道丹参素具有保护大鼠心肌缺血一再灌
注损伤及心肌线粒体膜、改善微循环、抗凝、舒张冠
状动脉等作用［１］，可缩小心肌梗死范围和缩短病程。
本实验证明，丹参素能改善大脑中动脉栓塞所致脑
缺血大鼠的行为障碍，减少脑缺血区梗死面积，提示
其可作为抗脑缺血药物开发。
缺血、缺氧对机体是一种劣性刺激，影响机体的
氧供能，导致心、脑等重要器官能量衰竭而死亡［６］。
断头造成脑血供应中断，但脑中原有的血液和营养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一Ｐ＜０．０１
’Ｐ＜Ｏ．０５

＋＋Ｐ＜Ｏ．Ｏｌ口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物质尚能使脑功能维持一段时间，丹参素可使脑组

织耐缺氧能力增强，脑功能维持时间延长，从而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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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断头喘息时间。在小鼠亚硝酸钠致死实验中，丹

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影响线粒体呼吸链，减轻血栓

参素能延长小鼠的生存时间，提示其可能具有提高

形成有关。

机体的血氧利用率，降低机体的耗氧量，从而提高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织利用氧的能力，延长因缺氧造成的氧供能力不足

·１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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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ｄａｎｓｈｅｎｓｕ［Ｊ］．Ｃｈ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Ｂｕｌｌ（中国药理学通报），

的动物的生存时间。即丹参素对组织代谢具有调节

１９９７，１３（４）：２９８—３０１．

［２］Ｈａｃｋｅ Ｗ．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Ｉ－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及保护作用。

１９９１．

血栓形成是脑缺血性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之
一。脑缺血时，细胞内钙超载，氧自由基产生增加，激
活膜上的磷脂酶Ａ。，使膜磷脂分解，生成大量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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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丹参素能显著减轻大鼠动一静脉旁路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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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的

鉴定，确定为菊科植物牛蒡Ａ．１ａｐｐａ Ｌ．的干燥成

干燥成熟果实，历版《中国药典》均有收载。牛蒡子传

熟果实。研究所用药物分别为牛蒡子乙醇提取物、水

统上属于辛凉解表药，用于风热感冒、咳嗽痰多、麻

提取物、７５％乙醇提取物；优降糖片剂（格列本脲

疹、风疹等症。对牛蒡子提取物的降血糖作用曾有文

片，上海信谊药业有限公司，规格２．５ ｍｇ／片，批号

献报道［１］，但未见系统研究。本研究旨在结合植物化

０２１００２）；葡萄糖试剂盒（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

牛蒡子为菊科植物牛蒡Ａｒｃｔ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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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药理学研究手段，观察牛蒡子提取物的降血糖

司）；拜糖平片剂（阿卡波糖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

作用，初步确定其降血糖活性成分所在的提取部位，

公司，规格５０ ｍｇ／片，批号１９９９０２０５）。

为进一步追踪其降血糖作用的物质基础提供依据，

１．３试剂与仪器：ａ—ＰＮＰＧ（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牛

同时对中药的ａ一葡萄糖苷酶抑制活性进行方法学

血清白蛋白、二甲基亚砜（分析纯，上海菲达工贸有

探索。

限公司和桥分公司）、ａ～葡萄糖苷酶冻干粉（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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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ｍａ公司，规格５．７ Ｕ／ｍｇ）、ＮａＨ２Ｐ０４·２Ｈ２０、

１．１动物：ＳＰＦ级昆明种小鼠５８只，６周龄，体重

Ｎａ２ＨＰＯ。·１２Ｈ：Ｏ、Ｎａ。Ｃ０３（均为分析纯，上海凌峰

（２５－４－＿２）ｇ，雌雄各半，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动物实验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江苏永华精细化学品有限公

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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