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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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３种实验药物均有ａ一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功能，

且对ａ一葡萄糖苷酶的抑制效果呈现较显著的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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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合植物化学与药理学研究手段，观察
牛蒡子各提取物的降血糖作用，通过四氧嘧啶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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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糖尿病模型小鼠降血糖实验表明：牛蒡子提取物
对糖尿病模型小鼠具有降血糖作用，且与水提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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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降血糖作用的活性成分主要存在于乙醇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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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一葡萄糖苷酶可使复合碳水化合物分解成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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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体吸收的单糖，而旺～葡萄糖苷酶抑制剂正可以

Ｊ

ｍｉｃｅ［Ｊ］．Ｌｉｆｅ Ｓｃｉ，２００２，７１（１４）：

比，牛蒡子乙醇提取物总体上效果更好，因此推断具

中，为脂溶性成分。

ＥＪ］．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中国医药学报），２００２，１７（７）：４３６—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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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抑制该酶活性延迟或减少餐后血糖升高。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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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草药中筛选ａ一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的研究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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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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１０—２７
基金项目：天津市科委资助课题（０２３６１１６１１）
作者简介：刘俊荣，女，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医养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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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呈鹅卵石样，符合典型的内皮

行。ＶＣＡＭ一１、ＩＣＡＭ一１均在细胞浆表达，阳性细胞

细胞形态。Ⅷ因子鉴定：培养细胞呈明显的Ⅷ因子阳

可见胞浆出现棕黄色颗粒。１０×２０倍镜下以目镜测

性表达，细胞胞浆可见大量棕色物质，可判定培养细

微网的一个大网格为单位面积，计数细胞阳性率，每

胞为内皮细胞。

张玻片计数１０个视野，取均值。

２．２含药血清的制备：选用日本大耳白家兔４只，

２．７统计方法：采用ＳＰＳＳｌ０．０软件系统进行方差

雌雄各半，体重２～２．５ ｋｇ，按体表面积等效量１０

分析，组间比较采用ｑ检验。

倍（２６．８ ｇ／ｋｇ）ｉｇ给予救心胶囊，每日１次，连续１

３结果

周。第７天ｉｇ

２

ｈ后，于无菌条件下，心脏取血，每只

约取６０ ｍＬ。静置数小时后，４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５

结果表明ＬＤＬ损伤后，ＶＣＡＭ一１及ＩＣＡＭ一１
表达显著升高，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非常显著

ｒａｉｎ，取上清液，分装，４℃保存备用。

（尸＜ｏ．０１）；给药后，ＶＣＡＭ一１及ＩＣＡＭ一１表达显

２．３

中药提取液的制备：按救心胶囊原始方剂购进

著降低，与ＬＤＬ损伤组相比差异显著（Ｐ＜ｏ．０１）。

中药（１３０ ｇ）。将含挥发油成分较多的中药混合后

此外，与ＬＤＬ＋含药血清组相比，ＬＤＬ＋中药组的

用水浸泡过夜，提取挥发油，待用。将药渣与方中其

ＶＣＡＭ一１表达降低更为明显（Ｐ＜ｏ．０１）。见表１。

他药物混合水煎３０ ｍｉｎ，滤过；药渣加少量水再煎
２０

表１救心胶囊对ＬＤＬ损伤内皮细胞ＶＣＡＭ一１
和ＩＣＡＭ一１表达的影响（；土ｓ，辟一１０）

ｍｉｎ，滤过，合并滤液。冷却至室温，加无水乙醇至

其终体积分数为６０％，稍静置。用双层滤纸滤过，蒸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ｆ

发掉乙醇及多余水分。取出药液与挥发油混合加水

ｃｅｌｌｓ

补足至１３０ ｍＬ，制成中药药液（１ ｇ／ｍＬ）。滤过除

Ｊｉｕｘｉｎ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ＶＣＡＭ一１

ａｎｄ

ｏｎ

ＩＣＡＭ．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ｂｙ ＬＤＬ（；士ｓ，辟一１０）

菌，４℃保存备用。中药复方的成分经天津中医学
院中医药研究中心鉴定（含中药细辛的有效成分
１一细辛细素１．２３ ｇ／１３０ ｇ）。
２．４

中药提取液给药剂量的确定：ＭＴＴ法测定细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一Ｐ＜０．０１；

胞活力。取生长良好的细胞（接种于９６孔板），无血
清培养２４ ｈ后，加入中药提取液，使其终质量浓度
分别为０、１００、５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２

０００弘ｇ／ｍＬ，共６

组。培养４８ ｈ后进行细胞活力测定。选择５７０ ｎｍ

４４Ｐ＜Ｏ．０１；

与ＬＤＬ损伤组比较：

与ＬＤＬ＋中药组比较：△△Ｐ＜０．０１

。’Ｐ＜Ｚ０．０１口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Ｐ＜Ｏ．０１口ｓ ＬＤＬ ａｄｄｅｄ ｈｅｒｂｓ

４４Ｐ＜Ｏ．０１口ｓ ＬＤＬ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４讨论

波长，在酶标仪上测定各孔吸光度（Ａ）值。结果显

心绞痛属于中医“胸痹”、“真心痛”的范畴。其常

示５００弘ｇ／ｍＬ以上质量浓度中药提取液造成细胞

见证型为阳虚血瘀、阴寒凝滞，故治以温通化瘀，止

活力明显下降，因此，选定给药剂量为５００弘ｇ／ｍＬ。

痛强心之法。救心胶囊针对病机特点，并结合现代医

２．５

ＬＤＬ损伤模型的建立、分组及给药方法：按

学理论组方，在临床应用多年，疗效显著。心绞痛属

ｍｇ／Ｌ配制ＬＤＬ培养液。取生长良好

于冠心病的一种类型，而冠心病最主要的病因即为

０、５０、７５、ｉ００

的细胞（接种于９６孑Ｌ板），分别加入上述培养液进

血脂升高，其中ＬＤＬ的作用尤为突出，因此，本实

行分组培养，４８ ｈ后ＭＴＴ法进行细胞活力测定。

验将临床研究与体外实验相结合，以内皮细胞为研

ＭＴＴ结果显示ＬＤＬ在５０ ｍｇ／Ｌ以上质量浓度细

究对象，以ＬＤＬ复制细胞损伤模型，对心绞痛发病

胞活力明显降低，因此选用最低质量浓度５０ ｍｇ／Ｌ

机制及救心胶囊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的ＬＤＬ培养液进行模型制备。实验分４组，正常组：

救心胶囊方中重用细辛、荜茇、良姜、白芷、桂枝

把原有培养液中２０％ＦＢＳ换成２０％正常兔血清继

以温经行气，推动血行，同为君药；并用丹参、赤芍、

续培养。ＬＤＬ组：加入５０ ｍｇ／Ｌ ＬＤＬ培养液进行培

乳香、没药、水蛭等以活血化瘀，辅助君药以行气止

养。ＬＤＬ＋中药组：在ＬＤＬ培养液中，加入５００弘ｇ／

痛，共为臣药；同时取辛凉开窍之冰片，其性走窜，消

ｍＬ中药提取液进行培养。ＬＤＬ＋含药血清组：把

肿止痛迅速，并可引诸药入经，用作使药。方中有补

ＬＤＬ培养液中２０％正常兔血清换成１０％正常兔血

有散，攻补兼施，共凑温经活血、止痛强心之效。

清加１０％含药血清进行培养。分组培养４８ ｈ后，分

本实验主要从通过减少炎症反应及血小板聚集

别取各组培养上清液及贴壁细胞进行指标测定。

维持斑块的稳定性，减少斑块破裂及继发血栓形成

２．６检测方法：按照免疫细胞化学试剂盒说明书进

入手对救心胶囊的作用机制进行阐述。Ｒｏｓｓｒ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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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ＡＳ）是动脉壁对各种炎症损伤的炎

·１０４７·

ＩＣＡＭ一１的影响以含药血清的效果优于中药组，具

症一增殖反应，而其中炎症、内膜巨噬细胞聚集、ＳＭＣ

体机制尚待研究。

的迁移和增殖及细胞外基质的聚集等诸多环节均依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赖于早期黏附分子的作用。在离体内皮细胞上，脂蛋

Ｅ１］Ｒｏｓｓ Ｒ．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ａ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Ｊ］．Ｎｅｗ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１９９９，３４０：１１５－１２６．

白和脂类可诱导ＩＣＡＭ一１和ＶＣＡＭ一１的表达［２］。

［２３

Ａｍｂｅｒｇｅｒ

Ａ，Ｍａｃｚｅｋ ｃ，Ｊｕｒｇｅｎｓ Ｇ．ｅｔ ａ１．Ｃ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ＣＡＭ一１、ＶＣＡＭ－１、ＥＬＡＭ一１，ａｎｄ Ｈｓｐ６０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在人类ＡＳ病变部位和内皮细胞上观察到黏附分子

ａｎｄ

表达增强ｏ］。本研究结果显示ＬＤＬ损伤后内皮细胞

ｉｄｅｄ

ｃｅｎｏｕａ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ＯＸ—

ＥＪ－Ｉ．Ｃｅｌ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ｈａｐｅｒｏｎｅｓ，

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１９９７，２：９４—１０３．

黏附分子表达上调，说明炎症反应在ＡＳ的发生、发

［３］Ｆａｎ Ｒ Ｈ．Ｔｈｅ

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救心胶囊可以有效地减

Ｌｉａｎｚｈｅ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ｕｒｉｎｇ

ＣＨＤ—ａｎｇｉｎａ ｏｆ

７

Ｓ“Ｗｅｎｙａｎｇ Ｈｕｏｘｕｅ Ｆａ”［Ｊ］．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 Ｍｅｄ（辽宁中医杂志），２００２，２９（２）：７２．

少黏附分子ＩＣＡＭ一１和ＶＣＡＭ一１的表达，对于

Ｊ

Ｍａ

Ｔｒａｄｉｔ

虎斑游蛇醇提取物抗炎作用及其机制
赵文静，刚宏林，李树莲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虎斑游蛇Ｎａｔｒｉｘ

ｔｉｇｒｉｎａ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Ｂｅｒｔｈｏｌｄ）

１５００４０）

实验中心提供。

是一种有着重要药用价值的动物类药材，为游蛇属

１．４仪器：７２２型可见分光光度计（上海光谱仪器

无毒蛇。传统医学认为虎斑游蛇具有祛风湿、止痹

有限公司制造，ＫＪ０５０３０８０７），７一放射免疫计数仪

痛、解毒等功能，因此在民间被广泛应用。本课题组

（西安核仪器厂，型号ＦＪ－－２００３Ｐ３）。

对虎斑游蛇的抗炎作用已做了系统的实验研究，证

２方法与结果

实了其具有良好的抗炎作用ｎ］。为了补充蛇类药材

２．１

的严重缺乏和合理开发新型药用蛇种，本实验对其

健康Ｗｉｓｔａｒ大鼠４０只，雄性，体重１５０～１８０ ｇ，用

抗炎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乙醚浅麻醉后，在无菌条件下将大鼠的双侧肾上腺

１实验材料

切除，于术后ｉｍ青霉素，每天１次，共计３ ｄ抗感

对去肾上腺大鼠蛋清性足跖肿胀的影响［２］：取

药材与制备：虎斑游蛇捕捉于黑龙江省虎林县

染，并喂予葡萄糖氯化钠溶液代替饮水。并在术后５

境内，活体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生药教研室鉴定为

ｄ按体重随机分成４组，分别为对照组、虎斑游蛇醇

游蛇科虎斑游蛇Ｎ．ｔｉｇｒｉｎａ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Ｂｅｒｔｈｏｌｄ），

提取物高、低剂量（２０、１０ ｇ／ｋｇ）组和０．０７５％氢化

药材经干燥磨成粗粉，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机能实

可的松（１５ ｍｇ／ｋｇ）组。各组ｉｇ给药，给药１ ｈ后，

验室制备成醇提取液（含生药量１ ｇ／ｍＬ，其中含谷

将１０％新鲜鸡蛋清０．１ ｍＬ注入每只大鼠右足跖

氨酸７．１７７％、甘氨酸４．９４４％、天门冬氨酸

皮下致炎，致炎后用容积法测量注射蛋清致炎后

１．１

４．２０６％，含锌、铁、镁分别为１３８、３３２、１

７１２

ｒａｇ／

０．５、１．５、３、４、５、７

ｈ的足跖体积，以观察不同时间

ｋｇ），用生理盐水配制。

的足跖肿胀程度，计算抑制率。结果见表１。虎斑游

１．２试剂：三氯醋酸（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开发

蛇醇提取物的高、低剂量组在不同时间对切除肾上

中心），硫脲（天津开发区海光化学制药厂），抗坏血

腺大鼠蛋清性足跖肿胀均有显著抑制作用。

酸（ＶＣ，广东汕头市西陇化工厂），２，４一二硝基苯肼
（中国医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公司），放射免疫诊断
皮质醇试剂盒（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制造）。
１．３动物：Ｗｉｓｔａｒ大鼠，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动物

肿胀度一（致炎后右后足体积一致炎前右后足体积）／致
炎前右后足体积Ｘ １００％
肿胀抑制率一（对照组平均肿胀度一给药组平均肿胀
度）／对照组平均肿胀度×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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