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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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Ｙａｎｇ Ｃ Ｘ．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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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Ｃｈｅｎ Ｑ．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Ｍ］．Ｂｅｒ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６．
ｒ４］Ｌｉｕ Ｘ Ｇ，Ｘｕ Ｌ Ｎ．Ａ ｒａｔ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生四烯酸，再经环氧酶途径形成不稳定的中间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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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ｎｔｓ［Ｊ］．Ａｃｔａ Ｐｈａｒｍ Ｓｉｎ（药学学报），１９９５，３０（９）：６６２—

ＰＧＣ。和ＰＧＨ。，前者经ＴＸＡ。合成酶催化形成
ＴＸＡ。，后者则生成ＰＧＩ。，ＴＸＡ。大量合成，致ＰＧＩ。／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６６７．

［５］Ｗａｎｇ Ｈ Ｔ，Ｊｉｎ Ｈ Ｔ，Ｓｕｎ Ｊ Ｎ，ｅｔ ａ１．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３，４－ｏｘｏｉｓｏｐｒｏｐｙｌｉｄｅｎｅ—ｓｈｉｋｉｍｉｃ

ＴＸＡ：比值失调，凝血机制障碍，更易于血栓形成并

ａｃｉｄ［Ｊ］．Ａｃｔａ Ｐｈａｒｍ Ｓｉｎ（药学学报），２００２，３７（４）：２４５—

致组织损伤，成为脑缺血的重要病理机制之一［７］。本

［６］Ｗａｎ Ｙ Ｄ，Ｃｈｅｎ Ｓ Ｆ，Ｃｈｅｎｇ Ｆ．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６，７－ｄｉｍｅｔｈｅｘｙ—
ｃｏｕｍａｒｉｎ ｏｎ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ｎｏｘｉａ［Ｊ］．Ｃｈ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Ｂｕｌｌ

２４８．

实验证明，丹参素能显著减轻大鼠动一静脉旁路血栓
质量，即其可通过抑制血栓的形成减轻缺血所致的

（中国药理学通报），２００１，】７（３）：２９９—３０２．
［７］Ｗａｎｇ Ｊ，Ｚｈａｎｇ Ｊ 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ｓａｌｖｉａｎｏｌｉｅ ａｃｉｄ

脑损伤。

ｌ－Ｊ］．Ｃｈｉｎ

综上所述，丹参素对脑损伤具有良好的保护作

ｔｏ

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Ｂｕｌｌ（中国药理学通报），１９９９，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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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蒡子提取物的降血糖作用
徐朝晖１，李婷２，邓毅１，刘建文２，贾伟１＋
（１．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３０；２．华东理工大学，上海２００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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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ａｐ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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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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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酶标仪（Ｂｉｏ—ＲＡＤ ５５０型，ＢｉｏＴｅｋ公司）。

１．２药物：牛蒡子原药材购自上海华宇药业有限公

２方法

司，产地江苏徐州，经本院生药学课题组刘忠副教授

２．１

降血糖实验［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１—２０
作者简介：徐朝晖（１９７０一），男，生药学博士，主要从事中药和天然药物化学的研究。Ｔｅｌ：（０２１）６２９３２２９２
＊通讯作者贾伟Ｔｅｌ：（０２１）６２９３２２９２
Ｆａｘ：（０２１）６２９３２２９２
Ｅ—ｍａｉｌ：ｗｅｉｊｉａ＠ｓ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１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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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药物制备：将牛蒡子药材粉碎成粗粉，分别

ｍｉｎ，最后加１６０弘Ｌ ｅ溶液。样品测定孔：８０弘Ｌ实

以１０倍量无水乙醇、水、７５％乙醇浸渍过夜，回流

验药物溶液中加入４０弘Ｌ ｄ溶液，３７℃保温５

提取２次，每次３ ｈ，提取液滤过，减压浓缩成千浸

ｍｉｎ，再加４０弘Ｌ Ｃ溶液，３７℃保温１５ ｍｉｎ，最后加

膏。得牛蒡子乙醇提取物（Ａ，含牛蒡苷元３％～

１６０弘Ｌ

４０％，含牛蒡苷６％～８％，ＨＰＬＣ法测定）、牛蒡子

溶液，其他过程同上。读数：以空白孔清零，用酶标仪

水提取物（Ｂ）、牛蒡子７５％乙醇提取物（Ｃ）。

测定波长４０５ ｎｍ处的吸光度（Ａ）值，计算抑制率。

２．１．２动物分组：空白对照组，雌雄各４只，不造

抑制率一［１一（Ａ样品测定一Ａ样品对照）／（Ａ阴性一Ａ空白对照）］×１００％

模不给药，给等量生理盐水；模型组：雄性７只，雌

３

性３只，造模不给药，给等量生理盐水；阳性对照

３．１降血糖实验：结果见表１。模型组小鼠血糖水

组：雌雄各５只，造模给阳性药——优降糖。Ａ、Ｂ、Ｃ

平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ｆ检验，Ｐ＜０．０１），表明用

ｅ溶液。样品对照孔：只加１６０／ｔＬ实验药物

结果

给药组，雌雄各５只，造模后给予相应药物。

四氧嘧啶进行小鼠糖尿病造模成功。优降糖组小鼠

２．１．３糖尿病小鼠模型的建立：小鼠禁食１２ ｈ后，

血糖最低，进一步提示实验动物模型可靠。比较Ａ、

ｉｐ四氧嘧啶１００ ｍｇ／ｋｇ。造模当晚及第２天注意观

Ｂ、Ｃ

察小鼠状态，以饱和葡萄糖溶液ｉｇ急救因血糖过低

到空白对照组水平，Ｃ组次之，Ｂ组小鼠血糖浓度也

发生明显痉挛的小鼠。

比模型组稍低。

３个实验药物组，Ａ组小鼠血糖浓度基本恢复

表１

２．１．４给药：造模２ ｄ后连续培给药８ ｄ。参考《中

药物Ａ、Ｂ、ｃ对模型小鼠血糖的影响Ｑ±ｓ）

Ｔａｂｌｅ １

国药典））２０００年版，牛蒡子生药给药量按人１０ ｇ／６０

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Ａ，Ｂ，
ａｎｄ Ｃ ｉｎ

ｋｇ计，换算为小鼠１４０ ｇ／６０ ｋｇ。Ａ、Ｂ、Ｃ组给药量

ｍｏｄｅｌ ｍｉｃｅ（ｉ士ｓ）

为生药２．１ ｇ／ｋｇ，优降糖给药量为３ ｍｇ／ｋｇ。
血糖测定：第８天给药１ ｈ后，小鼠眼内眦

２．１．５

取血１ ｍＬ，处死小鼠。血液４℃、２
５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ｍｉｎ，分离上层血清。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根据葡萄

糖试剂盒说明书操作，用半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葡
萄糖水平。
２．２

与空自对照组比较：一Ｐ＜０·０１

ａ一葡萄糖苷酶的抑制率实验［４１

与模型组比较：Ｚ、ａｐ＜０．０１

２．２．１试剂配制：（ａ）磷酸缓冲液（Ｏ．１ ｍｏｌ／Ｌ，ｐＨ
７．ｏ），分别配制０．１ ｍｏｌ／Ｌ Ｎａ２ＨＰ０。和ＮａＨ２ＰＯ。溶
液，各取适量体积混合后，用ｐＨ试纸调试直至ｐＨ
为７．０。（ｂ）酶稀释液质量分数为０．２％的ＢＳＡ，溶
于０．０１ ｍｏｌ／Ｌ ｐＨ ７．０磷酸缓冲液中。（ｃ）酶溶液，
将ａ一葡萄糖苷酶冻千粉用双蒸水稀释溶解，配成适
当单位浓度的溶液。（ｄ）底物，２０ ｍｍｏｌ／Ｌ
（ｅ）反应终止液，０．２ ｍｏｌ／Ｌ

ａ—ＰＮＰＧ。

’’Ｐ＜０．０１

Ｆｓ

ｂｌａｎｋ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０．０１

ＶＳ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ａ一葡萄糖苷酶的抑制率实验：结果见图１。Ａ、

３．２

Ｂ、Ｃ组高、中、低质量浓度分别为１、０．５、０．１ ｒａｇ／

ｍＬ。阳性对照组高、中、低浓度分别为０．１、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ｍｏｌ／Ｌ。阳性组对ａ一葡萄糖苷酶的抑制作用

明显，表明阳性药是一种有效的ａ一葡萄糖苷酶抑制
剂，证明了实验模型的可靠性。牛蒡子的３种提取物

Ｎａ２Ｃ０３。

２．２．２药物配制：分别取一定量的牛蒡子乙醇提取

ｒ

局

物、水提取物和７５％乙醇提取物溶于二甲基亚砜

Ｈ一

中

孚

中，得５０ ｍｇ／ｍＬ溶液，分别稀释至１、０．５、０．１ ｒａｇ／
ｍＬ。阳性药：取拜唐平数片，研碎，用双蒸水溶解，得
０．１

ｍｏｌ／Ｌ溶液，分别稀释至０．０１、０．００１ ｍｏｌ／Ｌ。

２．２．３操作：空白孔：８０弘Ｌ ａ溶液加入４０弘Ｌ ｄ溶

Ｔ

槲
犯
罪
∞∞鲫阳∞∞如∞∞ｍ
０

；隔隔隅
Ａ组

Ｂ组

ｃ组

刁
阳性药物组

液，３７℃保温５ ｍｉｎ，再加４０肛Ｌ ｂ溶液，３７℃保
温１５ ｍｉｎ，最后加１６０弘Ｌ ｅ溶液。空白对照孔：只加
１６０弘Ｌ

图１

抑制作用（ｊ±ｓ，ｎ一６）

ａ溶液，最后再加１６０肛Ｌ ｅ溶液，中间过程

同上。阴性孔：８０弘Ｌ ａ溶液中加入４０

ｔｚＬ

ｄ溶液，

药物Ａ、Ｂ、Ｃ对ａ一葡萄糖苷酶活性的

Ｆｉｇ．１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Ａ，Ｂ，ａｎｄ Ｃ
ｏｎ

３７℃保温５ ｍｉｎ，再加４０”Ｌ Ｃ溶液，３７℃保温１５

ａ－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工±ｓ，席一６）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月

·１０４５·

均呈现一定的ａ一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作用，在实验

得了一些进展［５’６］。牛蒡子提取物的ａ一葡萄糖苷酶

所设定的高、中、低３个浓度下，Ａ组对ａ一葡萄糖苷

抑制率实验表明其降血糖作用可能与其抑制ａ一葡

酶的抑制率都是最高的。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实验

萄糖苷酶活性有关。今后将对其降血糖的物质基础

药物Ａ、Ｂ、Ｃ组及阳性药物组对ａ一葡萄糖苷酶的抑

和作用机制做进一步地追踪，为牛蒡子的进一步开

制率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统计学结果表明，Ａ、Ｂ、

发利用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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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心胶囊对低密度脂蛋白损伤内皮细胞黏附因子表达的影响
刘俊荣１，姜希娟２，朱丽光３，范英昌２
（１．天津中医学院传统体育教研室，天津３００１９３；２．天津中医学院病理教研室，天津３００１９３；
３．天津市南开区中医医院，天津３００１９１）

近年来心绞痛的发病率处于较高水平，严重影

学院基础研究所。Ｄ—ＭＥＭ／Ｆ。。培养基、胎牛血清

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救心胶囊由细辛、荜茇、良姜等

（ＦＢＳ），Ｈｙｃｌｏｎｅ公司产品；兔抗人、小鼠、大鼠细胞

中药组成，是在传统中医理论指导下，结合多年临床

间黏附分子（ＩＣＡＭ一１），兔抗人、兔、小鼠、大鼠血管

实践，总结出的治疗心绞痛的有效方剂，其运用温通

内皮细胞黏附分子（ＶＣＡＭ一１），ＳＡＢＣ试剂盒，ＤＡＢ

化瘀、止痛强心之法。在前期临床疗效肯定的基础

显色试剂盒，均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上，将临床实验研究与体外实验相结合，以内皮细胞

第Ⅷ因子相关抗原抗体及免疫组化ＳＡＢＣ染色试剂

为研究对象，从对细胞间黏附分子一１（ＩＣＡＭ一１）及

盒，北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噻唑蓝（ＭＴＴ）、二

血管细胞间黏附分子一１（ＶＣＡＭ一１）表达的影响人

甲基亚砜（ＤＭＳＯ），均为Ｓｉｇｍａ公司产品。日本大耳

手，探讨救心胶囊治疗心绞痛的作用机制。

白家兔，天津中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１材料

２方法

救心胶囊，天津中医研究院制剂，批号：津药制字

２．１

内皮细胞及其鉴定：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系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２００１）ＺＤ ０４２９；救心胶囊原方，购于天津中医学院

（ＥＣＶ一３ ０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中医研究所；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购自中国医学科

Ｔｏｋｏｒｏｚａｗａ，ｓａｉｔａｍａ，日本）。形态结构观察：在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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