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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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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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和脂类可诱导ＩＣＡＭ一１和ＶＣＡＭ一１的表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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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ＡＳ病变部位和内皮细胞上观察到黏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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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增强ｏ］。本研究结果显示ＬＤＬ损伤后内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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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附分子表达上调，说明炎症反应在ＡＳ的发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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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救心胶囊可以有效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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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斑游蛇醇提取物抗炎作用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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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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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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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一Ｐ＜Ｏ．０１

ａｒ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Ｐ＜ｏ．Ｏｌ口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２．２对大鼠肾上腺中ＶＣ水平的影响［２］：分组、给

盒、７一放射免疫计数仪测定大鼠血浆中皮质醇水平，

药剂量同２．１项方法，连续用药７ ｄ，于末次给药１

结果见表２。虎斑游蛇醇提取物高、低剂量组并不能

ｈ后断头处死大鼠，取出大鼠双侧肾上腺，迅速剥离

增加大鼠血浆中皮质醇水平，反而使其水平降低，与

附着的脂肪，然后于分析天平上称质量，每２０ ｍｇ

空白对照组比较作用显著。

肾上腺加１０ ｍＬ ５％三氯醋酸，用匀浆器匀浆，再

３讨论

用抗坏血酸标准液２．０ ｍＬ加５％三氯醋酸８．０

虎斑油蛇醇提取物对去肾上腺大鼠不同时间的

ｍＬ。以上匀浆液和标准液各１００ ｍＬ分别加入活性

蛋清性足跖肿胀均有抑制作用，其作用与阳性对照

炭０．３ ｇ，振荡５ ｍｉｎ，再用滤纸滤过，０．５ ｍＬ于试

药氢化可的松相当。肾上腺被切除后，皮质部分所分

管内，再分别加入５％三氯醋酸１ ｍＬ，１０％硫脲

泌的激素就不能生成，继而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皮

５０，ｕＬ和２，４一二硝基苯肼０．５ ｍＬ，混匀，置６０℃

质轴被阻断，但虎斑游蛇醇提取物仍具有抗炎、抑制

水浴中保温６０ ｍｉｎ，再移入冰水浴内，缓慢加入

足肿胀的作用，提示该提取物有类皮质激素样作用。

８５％硫酸２．５ ｍＬ，充分混匀。在可见分光光度计

本实验采用２，４－二硝基苯肼法测定大鼠肾上

ｎ：ｍ处记录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计算ｉ００ ｍｇ

腺ＶＣ水平，用放射免疫法对大鼠血浆皮质醇水平

肾上腺组织中ＶＣ水平，以观察肾上腺对其抗炎作

进行了测定，以观察虎斑游蛇醇提取物对肾上腺皮

用的影响，结果见表２。虎斑游蛇醇提取物的高、低

质激素合成和释放的影响。胆固醇是合成皮质激素

剂量组及氢化可的松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均无显著

的直接原料，其在线粒体和内质网上相关羟化酶的

性意义。氢化可的松组降低肾上腺ＶＣ水平作用不

作用下，经过脱氢异构及羟化过程而形成皮质激素，

明显，可能与连日给药，使皮质激素反馈性抑制脑垂

在这一过程中，ＶＣ参与了羟化的重要过程［３］，但实

体前叶对促肾上腺皮质激素（ＡＣＴＨ）的分泌，引起

验研究结果显示，虎斑游蛇醇提取物并不降低肾上

肾上腺皮质萎缩或机能不全有关。

腺内ＶＣ水平，只显现出其有降低肾上腺内ＶＣ的

５３０

ｖｃ＝测定管吸光度／标准管吸光度×５×２５

趋势，但高剂量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

表２虎斑游蛇醇提取物对大鼠肾上腺中ＶＣ水平

义（Ｐ＜ｏ．０５），结果显示虎斑游蛇醇提取物对大鼠

及血浆皮质醇水平的影响（ｘ±ｓ，席一１０）．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ｔｉｇｒｉｎａｌ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ｎ

ＶＣ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ａｄｒｅｎａｌ ｇ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ｔｉｓｏｉ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ｒａｔｓ（；±ｓ，ｎ一１０）

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合成和释放作用不明显。对大鼠
血浆皮质醇水平的测定结果显示，虎斑游蛇醇提取
物并不增加大鼠血浆皮质醇，而是使皮质醇的量明
显降低，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氢化可的松
组降低肾上腺内ＶＣ水平作用也不明显，可能与连
日给药使皮质激素反馈性抑制脑垂体前叶对

ＡＣＴＨ的分泌，引起肾上腺皮质萎缩或机能不全有
与对照组比较：一Ｐ＜Ｏ．Ｏｌ

…Ｐ＜Ｏ．００１

’’Ｐ＜Ｏ．Ｏｌ…Ｐ＜Ｏ．００１口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关。这说明虎斑游蛇醇提取物对肾上腺皮质系统没
有直接兴奋作用，也无通过神经系统激动垂体，促

ｇｒｏｕｐ

２．３对大鼠血浆皮质醇水平的影响瑚：分组及给药

进ＡＣＴＨ的分泌的作用，亦可能作用微弱，表现不

方法同２．１项。各组均禁食、禁水１６ ｈ，于次日晨９

明显，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寻找科学的理论

时断头采血，分离血清，用放射免疫诊断皮质醇试剂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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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液系吉林省医药情报所在国外应用有效后

感染，卵巢切除第２周进行实验。实验前４８

ｈ

ＳＣ苯

引进研制的一种中西药复方制剂，由冬虫夏草、菟丝

甲酸雌二醇，每只２０

子、甲基睾丸素等中西药组成。临床上用于治疗性功

液，每只５００弘ｇ；另取４０只雄性大鼠随机分成４

能低下及性功能障碍等疾病。本实验对该复方制剂

组，对照组（溶媒对照）、阳春玉液（６．３ ｍＬ／ｋｇ）组、

进行了与治疗作用有关的主要药效学实验，研究该

益阳液高、低剂量（生药７．８、３．９ ｇ／ｋｇ）组，各组ｉｇ

制剂对大鼠交配能力及肾阳虚雄性小鼠的作用。

给予相应药物，连续７ ｄ，末次给药后４０ ｒａｉｎ进行

１材料与方法

交配实验，观察各项指标，进行ｔ检验。结果见表１。

１．１药物：益阳液由吉林省医药情报所提供，由冬

益阳液给药７ ｄ后雄性大鼠交配能力明显增加，表现

虫夏草、菟丝子、甲基睾丸素等中西药组成（冬虫夏

为合笼后捕捉雌鼠潜伏期及射精潜伏期明显缩短，

草０．８％、菟丝子０．５％、甲基睾丸素１．３％），批号

２０

为９５０７１７；阳春玉液由沈阳抗生素药厂生产，批号

２．２对肾阳虚雄性小鼠的影响

９４０９０９；黄体酮注射液由东北制药六厂生产，批号

２．２．１

８８１１０１；苯甲酸雌二醇由上海第九制药厂生产，批号

影响：取健康昆明种雄性小鼠６０只，随机分为６

９４０４０１。

组，即对照组、模型组、阳春玉液（９ ｍＬ／ｋｇ）组、益阳

１．２动物：健康昆明种小鼠，１９～２２ ｇ，雄性；健康

液高、中、低剂量（生药７．２、３．６、１．８ ｇ／ｋｇ）组。除对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体重１８０～２２０ ｇ，雌雄各半，均由本院

照组外，其余５组在ｉｇ给药同时，ＳＣ氢化可的松

动物室提供。

３０

２方法与结果

ｍｇ／ｋｇ，再连续ＳＣ

２．１益阳液对雄性大鼠交配能力的影响：取４０只

肛温，再将小鼠投入水温（２８±２）℃、水深３５

雌性大鼠在０．６％戊巴比妥钠麻醉下，切除双侧卵

的游泳槽内进行抗疲劳试验，记录游泳时间，进行ｔ

巢，术后ｉｍ青霉素２×１０４ Ｕ／ｋｇ，共注射３ ｄ以抗

检验。结果见表２。

ｎｇ，４

ｈ前再ＳＣ黄体酮注射

ｍｉｎ内完成的捕捉次数及射精次数明显增加。

对肾阳虚雄性小鼠体重、体温、游泳时间的

ｍｇ／ｋｇ，连续５ ｄ，从第６天开始剂量增至４０
５

ｄ，给药后第１０天称体重后测

表１益阳液对雄性大鼠交配能力的影响（；±ｓ，辟一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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