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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秦皮总香豆素对实验性痛风性关节炎及尿酸代谢的影响。方法 用微晶型尿酸钠诱导大鼠足跖肿胀和家兔 

急性关节炎模型，观察灌胃给予秦皮总香豆素对足跖肿胀程度、关节液及滑膜组织的影响。用正常小鼠以及腹腔注射黄嘌呤 

造成的高血尿酸模型小鼠，观察灌胃给予秦皮总香豆素对血尿酸代谢的影响。结果 微晶型尿酸钠 (MSU)混悬液局部注 

射诱发大鼠急性足爪肿胀 l～8 h，秦皮总香豆素 40，80，160，320 mg·kg 剂量组的肿胀率与对照组肿胀率经统计学处理具 

有差异显著性。秦皮总香豆素 20，40，80，160 mg·kg 剂量组可以显著抑制微晶型尿酸钠混悬液局部注射诱发急性关节肿 

胀和减少关节腔积液量，关节囊组织病理学观察可见，模型组滑膜组织表层可见明显充血水肿，滑膜细胞可见变性、甚至坏 

死，伴有淋巴细胞、中性白细胞浸润，秦皮总香豆素所试剂量范围可以显著减轻上述病理改变。秦皮总香豆素对正常小鼠血 

尿酸以及高尿酸小鼠血尿酸均有显著降低作用。结论 秦皮总香豆素对微晶型尿酸钠混悬液局部注射诱发的大鼠足爪肿胀以 

及家兔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均有对抗作用，降低正常小鼠血尿酸以及高尿酸小鼠血尿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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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otal Coumarins of Cortex Fraxini on Acute Gouty Arthritis and Uric Acid Metabolism 

ZHAO Jun—ning，DENG Zhi—wen，DAI Ying，SONG—Jun，PENG Xiao—hua，WANG Xiao—dong，YANG An—dong 

(Institute of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Sichuan Academy ofChinese Medicine Sciences，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me effects oftotal coumarins ofCortex Fraxini(TCCF) on acute gouty arthritis and 

uric acid metabolism．M ETHODS Effects of TCCF orally on edema degree of hind paw was investigated in rats with edema of 

hind paw induced by injection of sodium urate．Effects of TCCF orally on edema degree of joint，joint liquid，joint synovial 

histomorphology were investigated in rabbits with acute arthritis of hind knee joint induced by injection of sodium urate．Effects of 

TCCF orally on serum uric acid were investigated in normal mice and hyperuricemia mice induced by hypoxan—thine．RESULTS 

TCCF at dose of40，80，160 and 320 mg’kg～significantly reduced edema degree ofhind paw by sodium urate in rats．Also TCCF 

at dose of20，40，80 and 160 mg kg～remarkably decreased edema degree ofkneejoint，kneejoint liquid and mended kneejoint 

synovial histomorphology in rabbits with acute art~ fis by sodium  urate．Moreover TCCF at dose of50， 100，200 and 400 mg‘kg 

significantly lowered the uric acid in normal mice and hyperuricemia mice induced by hypoxan—thine．CONCLUSION TCCF 

shows a remarkable improvement effect on acute gouty arthritis and promotes the elimination ofuric acid． 

KEY W OlIDS： total coumarias ofCortex Fraxini；acute gouty arthritis；uric acid 

中药秦皮为木犀科植物苦枥白蜡树 (Fraxinus 

rhynchophylla Hance)、白蜡树 (Fraxinus chinensis 

Roxb)、尖叶白蜡树 (Fraxinus szaboana Lingelsh．) 

或宿柱白蜡树 (FraxinusstylosaLingelsh．)的干燥枝 

皮或干皮。传统主要用于热痢、泄泻、赤白带下、 

目赤肿痛、目生翳膜【J J。秦皮所含化学成分主要为香 

豆素类化合物，此外还含有酚类、皂苷、鞣质等。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秦皮具有抗炎、止咳、平喘、 

利尿、止汗、抗病原微生物、抗肿瘤、抗凝和抗过 

敏、抗氧化等作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多种炎症、 

细菌性痢疾等疾病，并可用于清热解湿、止咳平喘【 。 

有研究证明，秦皮具有抗炎、镇痛和降低血尿酸的 

作用，故可用于治疗痛风[3l。秦皮总香豆素系从陕 

西华阴产的宿柱白腊树及白腊树枝皮及干皮为原料 

提取的具有抗炎、镇痛作用的有效部位，本实验报 

告其对实验性痛风性关节炎及尿酸代谢的影响。 

1 实验材料 

秦皮总香豆素提取物(total coumarins of Cortex 

Fraxini，TCCF)，灰白色粉末，本品含总香豆素以 

秦皮甲素 (C15Hl6O9)计为90．1％，按照文献 方法 

制备。秋水仙碱片 (0．5 mg，云南西双版纳制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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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利仙小剂量片 (narcaricn mite tablets，50 mg， 

德国赫曼大药厂)；别嘌醇片 (allopurinoli tabellae， 

0．1 g，重庆西南制药一厂)；扑炎痛片 (贝诺酯片， 

0．5 g，成都药业有限公司)。 

SD 大鼠 (一级，川实动管第 8号，成都中医 

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KM (昆明种)小鼠 (一级， 

川实动管第 7号，成都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新西兰大白兔 (一级，川实动管第 99．1l号，四川 

省医学动物专业委员会养殖场)。 

尿酸 (2，6，8-trioxypurine，Sigma公司)。黄 

嘌呤 (xanthine，Sigm a公司)。尿酸 (uC)测定试 

剂盒 (氧化酶法，四川迈克科技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2．1 对微晶型尿酸钠(MSU)诱导大鼠足跖肿胀的 

影响[ 】 

2．1．1 MSU混悬液的制备 准确称取尿酸 8．0 g， 

置于 l 600 mL沸水中，加 1 mol·L～NaOH 49．0 mL， 

调pH至 7．2。用玻璃棒搅拌，加热 1．5 h至浑浊溶 

液变成清亮，室温冷却后过夜，过滤，得MSU，盛 

入蒸发皿中经 60℃干燥 24 h，高温 (180℃)灭 

菌。临用时称取需要用量，以无菌生理盐水配成 100 

g·L 得混悬液备用。 

2．1．2 分组与给药 SD 大鼠，雄性，(180±30) 

g，按体重随机分成 6组，每组 10只。设阴性对 

照 (溶剂对照)和秋水仙碱片组，受试药物 4个剂 

量组 (TCCF 40，80，160，320 mg·kg～，分别相当 

于临床每日推荐剂量的4，8，16，32倍)。采用等 

容积不等浓度药液灌胃给药，每日1次，连续 3 d 

(对照组给等容积蒸馏水)。末次给药后 1 h给大鼠 

右后足跖腱膜下注射 0．1 mL MSU 混悬液 (100 

g·L )致炎。采用大鼠足爪容积测定仪测定致炎前 

和致炎后不同时间 (间隔 l～2 h 1次，连续 6次) 

大鼠足爪容积变化，计算大鼠足肿胀率。计算各组 

肿胀率的均值与标准差，并作 t检验，比较各组间 

差异显著性，检验水准 O．05。 

2．1．3 结果 MSU 混悬液局部注射可诱发大鼠急 

性足爪肿胀。TCCF所试 4个剂量组在致炎后 1～8 h 

内各时间点，肿胀率与对照组肿胀率经统计学处理 

具有差异显著性，且在致炎后 2，6，8 h显示一定 

量效差异，表明对局部注射 MSU 混悬液诱发大鼠 

足爪肿胀具有抑制作用。结果见表 1。 

2．2 对MSU诱导家兔急性关节炎模型的影响[5 

2．2．1 分组与给药 新西兰大白兔，雄性，2．5～3．0 

， 按体重随机分成 7组。设正常对照组、模型对 

照组和吲哚美辛片组，受试药物 4个剂量组 (20， 

4O，80，160 mg·kg一，分别相当于临床每日推荐剂 

量的2，4，8，l6倍)。采用等容积不等浓度药液 

灌胃给药，每日 1次，连续 3 d，正常对照组、模 

型对照组给等容积蒸馏水。除正常对照组外，其余 

动物末次给药后即刻在无菌操作条件下，给兔右后 

膝关节腔内注射 0．3 mL MSU混悬液 (100 g·L ) 

致炎，致炎后2．5 h各组再灌胃给药 1次。致炎 5 h 

后处死动物，剥离膝关节皮肤，在同一水平用软尺 

测量动物膝关节周长 (mm)，计算肿胀率 (％)。 

然后打开膝关节，收集关节腔内积液测量容积。同 

时取出滑膜囊置于 10％福尔马林固定，常规石蜡包 

埋切片，HE染色，光镜下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 

滑膜组织病理学评分按照病变性质和病变严重程 

度记录：即滑膜充血；滑膜水肿；炎细胞浸润；滑 

膜变性坏死。每项病变按照病变程度由无到严重， 

以0分 (未见明显病变)、1分 (轻度或偶见的病 

变)、2分 (中度或容易见到病变)、3分 (重度 

或广泛病变)、4分(极重度或弥漫性背景化病变)。 

以上述各项病变积分的总和进行组间比较。以上结 

果计量资料用 t检验比较各组间差异显著性，等级 

性资料用秩和检验比较各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水 

准 0．05。 

表1 秦皮总香豆素 (TCCF)对微晶型尿酸钠 (MSU)诱发大鼠足爪急性炎症的影响．n=10， 

Tab．1 Effects oftotal coumarins ofCortex Fraxini(TCCF)on edema rate ofhind paw in rats．n=10，~--+-s 

注：与对照组比较 (f检验)， >0．05， <0．05， <O．Ol；与TCCF 40nag·k窖组比较 (f检验)， <0．05， Je<o．01 
Note： ’ > 0

．

05， < 0．05,3 < O
．
Ol，comparedwithcontrol(t-test)； <0．05， )尸<0．O1，comparedwithTCC40nag·g- (t-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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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结果 见表2，TCCF所试 4个剂量组均可显 

著抑制 MSU混悬液局部注射诱发急性关节肿胀，还 

具有一定减少关节腔积液量作用。关节囊组织病理学 

观察，模型组滑膜组织表层可见明显充血水肿，滑膜 

细胞可见变性、甚至坏死，伴有淋巴细胞、中性白细 

胞浸润，TCCF所试剂量范围可以显著减轻上述病理 

改变。以上结果表明，TCCF对 MSU混悬液局部注 

射诱发兔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有显著对抗作用。 

2．3 对正常小鼠尿酸代谢的影响【o 

2．3．1 分组与给药 昆明种小鼠，雄性，18~22 g， 

按体重随机分成 6组。设阴性对照 (溶剂对照)和别 

嘌醇片组，受试药物4个剂量组 (秦皮总香豆素50， 

100，200，400 mg·kg～，分别相当于临床每日推荐剂 

量的 5，l0，20，40倍)。采用等容积不等浓度药液 

灌胃给药 (对照组给蒸馏水)，每天 1次，连续 3 d。 

末次给药 l h后，摘眼球取血分离血清，按照试剂盒 

操作说明测定血清尿酸含量 (氧化酶法)。结果用 t 

检验比较各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水准 a--0．05。 

2．3．2 结果 见表 3，秦皮总香豆素所试剂量范围 

内对正常小鼠血尿酸有显著降低作用。 

2．4 对高尿酸血症小鼠尿酸代谢的影响f6】 

2．4．1 分组与给药 昆明种小鼠，雄性，l8-22 g， 

按体重随机分成 7组，每组 l0只。设正常对照、 

模型对照、别嘌醇片，受试药物4个剂量组 (总香 

豆素 50，100，200，400 mg·kg一，分别相当于临床 

每日推荐剂量的 5，10，20，40倍)。造型采用腹 

腔注射黄嘌呤 600 mg·kg (0．6％黄嘌呤 0．1 mL 10 

g，ip；正常对照组注射等容积生理盐水)，每日 1 

次，连续 4 d。在造型当日开始，采用等容积不等 

浓度药液灌胃给药 (对照组给蒸馏水)，每日 1次， 

连续 5 d。末次给药 1 h后，摘眼球取血分离血清， 

按照试剂盒操作说明测定血清尿酸含量 (氧化酶 

法)。结果用 f检验比较各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水 

准 a=O．05。 

2．4．2 结果 见表 4，秦皮总香豆素所试剂量范围 

内对高尿酸小鼠血尿酸有显著降低作用。 

3 讨 论 

秦皮香豆素类化合物，包括秦皮甲素(esculin)、 

秦皮 乙素(esculetin)、秦皮苷(fraxin)、秦皮素 

ffraxetin)等，其中秦皮甲素含量在 2．61％～5．05％之 

间，而秦皮乙素为0．08％～0．37％，秦皮甲素为TCCF 

的主要成分 ’ 。有临床研究采用随机、双盲、安慰 

剂平行组对照观察TCCF制剂对急性痛风性关节炎 

湿热阻络证的止痛效应 109例，结果TCCF治疗 5 d 

后，患者对关节疼痛记分改善程度的评价以及医生 

表2 TCCF对MSU诱发兔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影响．~-+-s 

Tab．2 Effects ofTCCF on acute gouty arthritis in rabits by sodium urate．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1检验或t 检验)， >O．05， <0．05， <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wiIcox0n秩和检验)： }P三，0_o5_1lP： 0_0l — —  

Note： l尸>O．05， <O．05， <O．O1，compared with model control(t-test)or t test； >O．05， )P<O．O1．compared with model eonlxol(Wilcoxon rank slim test) 

表3 TCCF对正常小鼠血尿酸的影响．n=8-9， 姆 

Tab．3 Effects of TCCF Oil serunl uric acid level in normal 

mice．n=8-9， ± 

注：与对照组比较(f检验)，’ >0．05。 <0．05， P<o． i— —  

Note： >O．05， <O．05， <O．01，compared with control(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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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TCCF对高尿酸血症小鼠血尿酸的影响．n=10， 

Tab．4 Effects of TCCF O11 sellllTl uric acid level in 

hyperuricemia mice by xanthine．r／=10， i姆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f检验或t 检验)， <0．0l：与TCCF 50 nag· 组比较 (f 

检验或 t 检验)， <0．05 

Note：’ <0
．Ol，compared with model control(t test)： <O．05．compared with TCCF 

50mg·kg。 (1test)ort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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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节压痛程度改善的评价均优于安慰剂组，呈现 
一

定的剂量．效应关系，表明秦皮香豆素对急性痛风 

性关节炎有止痛效应[8】。MSU局部注射，可诱发大 

鼠足爪急性炎症反应或者兔急性关节炎，其机制与 

人痛风性关节炎相似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TCCF灌胃给药对 MSU混悬液局部注射诱发大鼠 

急性足爪肿胀以及家兔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关节肿 

胀均有显著抑制作用，并能减少家兔急性痛风性关 

节炎关节腔积液量，减轻关节囊组织滑膜组织充 

血、水肿、变性坏死以及淋巴细胞、中性白细胞浸 

润等病理改变。同时，我们也证实，TCCF对正常 

小鼠血尿酸以及腹腔注射黄嘌呤造成的高尿酸小 

鼠血尿酸均有显著降低作用。提示 TCCF既可作用 

于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又具有降低血尿酸作用，有 

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比较理想的抗痛风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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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肿瘤干细胞耐药基因ABCG2的实验研究 

储亮 ，黄强 ，2．，张全斌 ，董军 ，-，王爱东 ，_，兰青 (1．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江苏剂州215004；2．苏州大 

学衰老与神经疾病实验室，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目的 脑肿瘤耐药是否与其干细胞相关和耐药机制何在还不清楚，本实验旨在探讨脑肿瘤千细胞耐药的分子机制。方 

法 从人脑胶质瘤组织标本中分离CD133 细胞，在无血清条件下体外长期传代培养，取其中呈悬浮生长的细胞球，再用CD133 

免疫磁珠分离其中的阳性细胞在无血清条件下培养。将尼卡地平、米托蒽醌分别或联合作用于上述的培养细胞，观察细胞形 

态、增殖抑制和细胞凋亡率等变化。结果 经 CD133免疫磁珠筛选过的细胞球在相差显微镜下观察到尼卡地平与米托蒽醌 

联合作用组细胞的细胞毒性非常明显，有的球体已崩解，增殖抑制很明显，并且对米托蒽醌呈浓度依赖性，在 2．5或 5．0 

pmol·L 的尼卡地平协同下的米托蒽醌，于 10。6~10~tmol·L’’时对肿瘤细胞的增殖抑制呈浓度依赖性，与空白对照和单纯尼卡 

地平组相比均有统计学差异 (P<O．O1)；而对未经 CD133免疫磁珠筛选球体的抑制作用不显著。流式细胞仪检测表明，尼 

卡地平能协同米托蒽醌促进受试细胞的凋亡。结论 脑肿瘤干细胞高表达ABCG2是其耐化疗药物的原因之一，尼卡地平通 

过竞争性地抑制ABCG2作用而提高化疗药物的敏感性。 

关键词：脑肿瘤干细胞；ABCG2基因；肿瘤耐药；尼卡地平；米托蒽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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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BCG2 on Drug Resistance Gene of Brain Tumor Stem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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