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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对肾阳虚小鼠免疫器官及附性器官指数的

表２和表３结果表明，益阳液可减轻氢化可的

影响：动物分组、给药方法同２．２．１项。末次给药后

松造成肾阳虚小鼠的阳虚症状，表现为使体重、体温

ｍｉｎ处死小鼠，称质量后剖取胸腺、肾上腺、包皮

较模型组有增加趋势，使抗疲劳能力增强，非常显著

腺、前列腺等器官，扭力天平称质量后，计算脏器指

地延长小鼠游泳时间，并使肾阳虚小鼠肾上腺及附

数，并进行ｔ检验，结果见表３。

性器官指数增加。

４０

表２益阳液对肾阳虚小鼠体重、体温及游泳时间的影响（ｊ士ｓ，拧一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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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益阳液对肾阳虚小鼠器官指数的影响（；±ｓ，ｎ一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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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组比较：。Ｐ＜Ｏ．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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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小鼠阳虚症状，使体重、体温较模型组有增加趋

益阳液由冬虫夏草、菟丝子、甲基睾丸素等药物

势，明显延长小鼠游泳时间，肾阳虚小鼠的肾上腺及

组成，甲基睾丸素能促进人类和动物附性器官的发

附性器官指数明显增加，表明中西药合方制剂具有

育和成熟，并维持其正常功能。中药冬虫夏草、菟丝

显著的益气壮阳功效。本实验为临床应甩益阳液治

子等亦有明显的壮阳作用；本实验表明，益阳液明显

疗性功能低下及性功能障碍提供了可靠的理论

增加雄性大鼠的交配能力，明显改善氢化可的松造

依据。

地骨皮的降血糖机制研究
卫琮玲１，石渊渊１，任艳彩２，石镇霞１
（１．河南大学医学院生理教研室，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２．河南大学东京医院病理科，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Ｍｉｌｌ．

味或复方治疗糖尿病‘１｜，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地骨皮

或宁夏枸杞Ｌ．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Ｌ．的干燥根皮。味甘、性

水煎剂能降低小鼠血糖、肾上腺素性高血糖、四氧嘧

寒，具有凉血、除热、清肺降火的功效。Ｉ晦床上用其单

啶（ａｌｌｏｘａｎ，ＡＬＸ）致实验性糖尿病小鼠的血糖‘２｜。

地骨皮是茄科植物枸杞Ｌｙｃｉｕ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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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于地骨皮降血糖作用的机制少有报道，已经证

表１地骨皮对ＡＬＸ致糖尿病小鼠血糖、血清ＳＯＤ
活性和ＭＤＡ水平的影响（；土ｓ，ｎ一１２）

实，ＡＬＸ致实验性糖尿病的机制与氧自由基反应增

强和氧自由基酶活性降低有关［３］。本实验就地骨皮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ｒｔｅｘ Ｌｙｃｉｉ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

的抗氧化作用进行动物实验观察，探讨地骨皮的降

ＭＤＡ

剂量／

１材料

血糖／

组别（ｇ．ｋｇ一１）（ｍｍ。１．Ｌ一１）
对照

一

５．９０土０．９４

东京医院中药房提供，药学院中药教研室张保国教

模型

一

１５．１２±１．１５’

授鉴定。将地骨皮５００ ｇ捣碎，加水２

地骨皮

１．５

ｈ，滤过；再加水２

０００

５００

ｍＬ，煎煮

ｍＬ，再煎煮１ ｈ，滤过，合

并滤液减压浓缩至５００ ｍＬ，使含生药１ ｇ／ｍＬ，置
冰箱４℃保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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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ｏｏｄ ｓｕｇａｒ，ＳＯＤ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ｉｃ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ＡＬＸ（工±ｓ，ｎ一１２）

血糖作用机制，为更有效利用地骨皮提供理论依据。

１．１药材及其水煎液制备：地骨皮由河南大学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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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地骨皮对ＡＬＸ致糖尿病小鼠胰腺匀浆中ＳＯＤ

１．２试剂：ＡＬＸ购自中国医药公司北京采购供应
站，批号９１０５０２５；血糖试剂盒（保定临床试剂厂出

活性和ＭＤＡ水平的影响（工±Ｓ，ｎ一１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ｒｔｅｘ Ｌｙｃｆｆ ｏｎ Ｓｏ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品）；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试剂盒与丙二醛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ＭＤＡ）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ｈｏｍｏｇｅｎ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ＤＡ

ｍｉｃｅ

ＡＬＸ（ｘ土ｓ，以＝１２）

１．３仪器：７２２分光光度计，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

出品；８０一２Ｄ型离心机，上海手术器械一厂。
１．４动物：昆明种小鼠，雌雄兼用，体重（２４±５）
ｇ，河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２方法与结果
２．１

与对照组比较：一Ｐ＜Ｏ．０１；

ＡＬＸ致小鼠实验性糖尿病模型的制备［４］：昆

与模型组比较：６６Ｐ＜Ｏ．０１

。’Ｐ＜０．０１口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ｏ．０１

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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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种小鼠在实验室适应性喂养２ ｄ后，将４８只小鼠

２．４地骨皮对胰腺组织形态学的影响：取胰腺组织

按体重随机分为４组，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他３组

进行常规石蜡包埋，５肛ｍ厚切片，ＨＥ染色，光镜观

小鼠禁食（不禁水）１６ ｈ，经尾ｉｖ新配制的ＡＬＸ溶

察组织学改变。空白对照组胰岛呈圆形，细胞形态结

液（８０ ｍｇ／ｋｇ，０．２５ ｍＬ／ｌＯ ｇ），恢复进食；于４８

ｈ

构清晰；模型组胰岛组织边界不清，细胞稀少，细胞

后再禁食（不禁水）１６ ｈ，眼眶取血，按血糖测定试

核变性，核内染色质分布不均，呈细颗粒状；地骨皮

剂盒说明测定血糖。选择血糖大于１１．０ ｍｍｏｌ／Ｌ的

组胰岛组织较模型组边界清晰，细胞核呈圆形，染色

小鼠为模型小鼠。

质颗粒状结构较细腻、均匀，并可见大量扩张的毛细

２．２

地骨皮对实验性糖尿病小鼠血糖、血清ＳＯＤ

活性和ＭＤＡ水平的影响：空白对照组和模型组分

血管。
３讨论

别ｉｇ等体积生理盐水，给药组分别ｉｇ地骨皮水煎

糖尿病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长期作用所致的

液５．０、２．５ ｇ／ｋｇ；均按ｏ．２５ ｍＬ／１０ ｇ给药，每日１

一种全身性慢性代谢性疾病。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

次，连续２周。于末次给药３０ ｍｉｎ后，断头取血，分

来呈上升趋势，常并发心、脑血管及神经等病变，致

离血清，按试剂盒说明分别测定血清中血糖、ＳＯＤ

死、致残率较高。糖尿病引起体内代谢紊乱的原因与

活性（黄嘌呤氧化法）和ＭＤＡ（ＴＢＡ比色法）水

自由基代谢平衡失调有关。体内自由基积累及自由

平。数据处理采用方差分析，组间用Ｎｅｗｍａｎ．

基清除酶活性降低，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功能被自

Ｋｅｕｌｓ法分析，数据用ｚ±Ｓ表示。结果见表１。

由基攻击破坏，脂质过氧化产物分解产生的ＭＤＡ

地骨皮对实验性糖尿病小鼠胰腺匀浆中ＳＯＤ

水平增加，均引起组织过氧化损伤。因此，通过补充

活性和ＭＤＡ水平的影响：动物断头取血后剖开腹

外源性抗氧化剂（中药）辅助调整与治疗自由基失

腔，分离取出胰腺组织，用４ ｏＣ生理盐水清洗残血

衡，将是修复机体氧化性损伤，预防和治疗由自由基

后，用滤纸吸出残存水分，称质量，置玻璃匀浆器中

增加所致疾病的新热点。ＡＬＸ是自由基活化剂，使

研磨，加４℃生理盐水制成１０％胰腺匀浆，检测

机体过氧化生成活性氧自由基增加，使细胞产生脂

ＳＯＤ与ＭＤＡ。结果见表２。

质过氧化作用，破坏胰岛组织，选择性地损伤胰岛Ｂ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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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细胞的ＤＮＡ，引起胰岛Ｂ细胞的死亡，胰岛素合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Ｗａｎｇ Ｄ Ｘ．１６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ｄｌｉｔｕｓ（ＣＬ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受阻，致动物实验性糖尿病发生［５］。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ｔｅｘ ｌｙｃｌｉｉｒａｄｉｃｉｓ

本实验结果显示，实验性糖尿病小鼠ｉｇ地骨皮

ｒＪ］．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Ｊ Ｔｒａｄｉｔ
（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８４（９）：１１—１２．

Ｃｈｉｎ

ｉｖｉｅｄ

水煎剂后，空腹血糖明显下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

［２］Ｚｈｏｕ，Ｊ，Ｍｅｎｇ Ｌ，Ｈｕａｎｇ Ｊ Ａ．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ｒｔｅｘ
助ｃｉｉ Ｒａｄｉｃｉｓ（ＣＬＲ）ｏｎ Ａｌｌｏｘａ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ｉｃｅ［Ｊ］．

ＳＯＤ活性明显升高；而过氧化脂质ＭＤＡ水平降低；

Ｃｈ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 Ｐａｔ Ｉｖｉｅｄ（中成药），２００１，２３（６）：４２４—４２５．
［３］Ｓｏｎｇ Ｗ Ｗ．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ＨＰ ａｎｄ ＯＫ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
（Ｍ抽Ｊ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ａｌ Ｍｅｔａｂ，１９９３，９（３）：１７０．

同时胰岛的组织形态学结构有明显改善，提示地骨皮

水煎剂的降糖作用与抑制体内氧自由基的产生、增强
抗氧化能力、加速自由基的清除有关，对ＡＬＸ导致
的胰岛损伤有保护或修复作用，从而恢复胰岛ｐ细胞

［４］Ｘｕ Ｓ Ｙ．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药理
实验方法学）［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８２．

ｒ５］Ｔａｋａｓｕ Ｎ，Ｋｏｍｉｙａ Ｉ，Ａｓａｗａ
ａｌｌｏｘａ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ｚＯｚ

的功能，增加胰岛素的分泌，达到降低血糖的作用。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 ｉｓｌｅｔｓ

Ｔ，ｅ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１．Ｓｔｒｅｐｔｏｚｏｃｉｎ

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Ｎ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１９９１，４：１１４１．

华佗再造丸治疗血管性痴呆的临床研究
刘红健１，秦鉴１，练文２，黄永秋＋
（１．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２．中山大学《家庭医生》门诊部，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

血管性痴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ｅｍａｎｔｉａ，ＶＤ）是指由

度：工作、学习及日常生活不能保持完整性、独立性，

于脑血管病引起的痴呆，是老年性痴呆中最重要的

某种情况下均需要帮助，以严重的近事记忆力下降

类型，在我国，脑血管病是高发性疾病，故ＶＤ也是

为特征；重度：工作、学习及日常生活完全丧失完整

常见病，它严重地威胁着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对此，

性、独立性，任何情况下均需要帮助，以远近记忆均

在１９９９年３月一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笔者对ＶＤ患者进

下降及所有智力均损害为特征。

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华佗再造丸对治疗ＶＤ具

１．２病例选择：符合中医、西医诊断标准的ＶＤ患

有可喜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者，年龄４５～８０岁，ＨＩＳ评分＞７分；ＣＤＲ评分

１临床资料

１．９～２．０的患者；排除①年龄在４５岁以下者；②

ＶＤ的诊断及分极标准

１．１
１．１．１

ＶＤ与ＡＤ混合性痴呆者；③合并心、肝、肾和造血

西医的诊断标准：采用美国精神病学会

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④精神病患者；⑤未按规

（ＡＰＡ）于１９９４年修订的《诊断和统计手册》

定服药，不能正确判断疗效者。

（ＤＳＭ）的诊断标准口］。确定痴呆的程度采用简易智

１．３一般资料：本组９２例病例来自中山大学第一

力量表（ＭＭＳＥ）［２’３］、日常生活功能水平量表

附属医院中医科门诊及住院部。随机分为两组。治

（ＡＤＬ）［４１及临床痴呆评定表（ＣＤＲ）进行评分。

疗组５２例，男３０例，女２２例；年龄４６～８０岁，平

１．１．２中医诊断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均６５岁；病程２～１２年；轻度１８例，中度２２例，重

１９９３年颁布的《中药新药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

度１２例；中医辨证分型：肾虚血瘀型３０例，气血两

的“中药新药治疗痴呆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

虚型８例，肾阳虚型１０例，阴阳两虚型４例。对照

１．１．３鉴别诊断：主要与早老性痴呆（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７

Ｓ

组４０例，男２３例，女１７例；年龄４５～８０岁，平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Ｄ）鉴别，采用Ｈａｃｈｉｎｓｋｉ缺血指数量表

６２岁；病程１～１２年；轻度１３例，中度１６例，重度

（ＨＩＳ）［２］，＜４分为ＡＤ，＞７分为ＶＤ，所选病例

１１例；肾虚血瘀型２０例，气血两虚型６例，肾阳虚

均＞７分。

型８例，阴阳两虚型６例。两组病例资料比较，差异

１．１．４

分级标准：采用ＣＤＲ分为３级。轻度：工

无显著性，具有可比性。

作、学习及日常生活尚能保持完整性、独立性，而社

２方法

会交往却明显缺损，以近事记忆力下降为特征；中

２．１治疗方法：基础治疗包括①对伴随精神症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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