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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红色，梗死区为白色。拍照后仔细分离白色梗死组织，称 

重，计算脑梗死百分率(％)(=梗死脑重／脑总重 ×100％)。用 

滤纸小心吸干脑组织上的水分，再次精密称重，测得湿重，110℃ 

恒温烘烤48h至恒重后测得干重，按公式：(湿重一干重)／湿重 × 

100％计算脑组织含水量。 

2 结果 

假手术组大鼠未出现神经功能缺损，模型组出现明显的左 

侧 Homer症，表现为左侧眼睑下垂，眼球 凹陷，神经学评分值升 

高，脑梗塞范围达全脑重量的 12．52％，脑含水量明显高于假手 

术组 ，说明线栓法阻塞大脑中动脉(MCAO)制备大鼠局灶性脑 

缺血模型成功。与模型组比较，薯蓣皂苷 +冰片 400mg／kg+ 

40mg／kg组可显著降低神经学评分，明显减少 MCAO模型大鼠 

脑梗死范围和脑含水量。但薯蓣皂 苷组和薯蓣皂苷 +冰片 

400mg／kg+20mg／kg组无显著性差异，结果见表 2。 

表2 对大鼠神经行为学评分、脑梗死范围和脑含水量的影响( 

与模型组比较 +P<0．05，··P<0．Ol 

3 讨论 

薯蓣皂苷具有抗溶血、祛痰、抑制血小板凝集、降血脂等药 

理作用 J。另外 ，薯蓣皂苷还具有抗缺氧／复氧心肌细胞引起 

氧化损伤、抑制缺血再灌注损伤期间的血小板活化、提高抗氧 

化酶活性、清除 自由基、减少过氧化脂质生成的作用 “J，所以 

含有这一成分的生药有较好的应用前景。薯蓣皂苷制剂有地 

奥心血康、薯蓣皂苷片等临床用于预防和治疗冠心病、心绞痛 

以及瘀血内阻之胸痹、眩晕、气短、心悸、胸闷或痛等症。冰片” 

芳香走窜”，”引药上行”，”独行则势弱、佐使则有功”。研究认 

为，在胃肠道吸收迅速，极易透过血脑屏障进入脑内 。冰片 

具有抗脑缺血、抗心肌缺血、抑菌、抗炎等药理作用，促药物跨膜 

转运，能促进多种药物透过血脑屏障，增加药物在脑内的浓度 ， 

与其他药物配伍应用可增大药物对脑缺血的保护作用 。 

本文以心脑同治理论和药理学原理为依据，提出了薯蓣皂 

苷具有抗脑缺血作用，以及冰片能促进薯蓣皂苷透过血脑屏 

障，并共同发挥抗脑缺血作用等假设。结果表明，薯蓣皂苷与冰 

片配伍可以改善脑缺血 大鼠的神经行为损伤、减小脑梗死范 

围，明显减少大脑水含量。同时表明冰片可以很好的促使薯蓣 

皂苷透过血脑屏障，两药同用有协同作用。本文对薯蓣皂苷与 

冰片配伍抗脑缺血进行了初步研究 ，其作用机理和二者的配伍 

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赵步长，庄欣．论心脑血管疾病的脑心同治原则．世界中医药，2006；1 

(1)：16～17 

2 Longa EZ，Weinstein PR，Carlson S，et a1．Reversibl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Without cranieetomy in rats．Stroke，1989；20(1)：84～91 

3 侯娟，何文辉，王明霞，等．薯蓣皂苷的药理作用．河北医药，2004；26 

(1)：71 

4 倪岚，许澎，伍旭升，等．薯蓣皂苷对缺氧／复氧心肌细胞损伤的抗氧 

化作用研究．上海中医药杂志，2007；41(11)：76～77 

5 魏星，沈炳玲，张真，等．薯蓣皂苷对心肌缺血再灌注血小板活化的影 

响．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09；15(1)：7～9 

6 曹亚军，陈 虹，杨 光，等．薯蓣皂苷对亚急性衰老小鼠的抗氧化作用 

研究．中药药理与临床，2008；24(3)：19～21 

7 梁美容，刘启德，黄天来，等．冰片在大鼠血清和脑组织中的药代动力 

学特征．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1993；4(4)：38—4O 

8 喻斌 ，阮呜．冰片对舒络干预的脑缺血一再灌注大鼠作用的影响．中国 

微循环，2009；13(3)：169～17l 

9 黄萍，吴清和，荣向路，等．冰片与川芎配伍抗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作用 

机理的研究．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18(4)：332～333 

秦皮总香豆素对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大鼠模型 IL一1p、TNF—Ot的影响 

曹世霞，张三印 ，赵云龙，冯 蓓 

(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 611130) 

摘 要 目的：研究秦皮总香豆素对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大鼠血清IL．1B、TNF． 的影响，探讨秦皮总香豆素其治疗急性痛 

风性关节炎的作用机理。方法：将雄性Wistar大鼠9O只随机分为6组：正常对照组、模型组、秋水仙碱组、秦皮高剂量、秦皮中剂量、 

秦皮小剂量组。采用先给干预性药物4d，然后尿酸钠关节内注射造模法致痛风性关节炎模型，72h后取大鼠血清，应用ELISA法测 

定IL一1 、TNF-d的含量。结果：模型组IL一1 和TNF— 的水平明显高于正常组；秦皮总香豆素能够显著抑制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大鼠 

血清IL一1B和TNF一 的表达，与秋水仙碱作用相近。结论：秦皮总香豆素对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其作用机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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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血清 IL-1B、TNF·仅的产生有关。 

关键词 秦皮总香豆素；急性痛风性关节炎；IL一1~；TNF一仅 

痛风性关节炎(gouty arthritis，简称 GA)是尿酸钠微结晶沉 

淀于关节的滑膜、软骨、骨质及关节的周围软组织引起的非特 

异性炎症反应，目前已成为一种常见病、多发病，而且是疑难病。 

本实验通过检测大鼠 GA血清中 IL一1B、TNF-ct含量，探讨秦皮 

总香豆素对大鼠GA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为其临床应用提供 

有价值的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药物 秦皮总香豆素，为黄色浸膏粉，由成都恩威药 

业有限公司提供，高温灭菌后 4℃冰箱保存备用。秋水仙碱：规 

格 0．5mg×20片／盒，云南吴邦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090105。 

1．2 动物 SPF级 Wistar大鼠 9O只，雄性，体重(200±20)g， 

成都达硕实验动物养殖有限公司提供，动物许可证号：SCXK 

(川)2000—18。 

1．3 试 剂 尿 酸 钠 (MSU)：SIGMA 公 司，5g／瓶，批 号： 

120K5305；IL～1B试剂盒：美国 RD，批号：dri1200201003；TNF一0【 

试剂盒：美国RD，批号 ：dna000201003。 

1．4 仪器 足趾容积测量仪：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PV一200； 

高速低温离心机：上海科学仪器厂，TGL一16G；酶标仪：BLORAD 

公司，Model 550 Microplate Reader。 

1．5 方法 将90只大鼠按体重分级随机分 6组：正常对照组、 

模型组、秋水仙碱组、秦皮高剂量组、秦皮中剂量组、秦皮低剂量 

组。每组 15只．称重并编号。以上 6组每天灌 胃给药 1次，连 

表1 尿酸钠致炎后各组大鼠踝关节肿胀率比较( ±s。％) 

续给药7天。给药剂量分别为：秦皮总香豆素高、中、低剂量组 

为440rag／kg、220mg／kg、1lOmg／kg。秋水仙碱 0．33mg／kg。空 

白对照组、模型组 ：给同体积生理盐水灌胃。于实验的第 5天灌 

胃给药前按照Mc Cany DJ经典方法开始造模”J，以碘酒、乙醇 

消毒局部，用 1ml灭菌注射针在大鼠右侧距小腿(踝 )关节背 

侧 ，从 45。方向插人至胫骨肌腱内侧，将 2．5％尿酸钠溶液 0． 

2ml注入到关节腔。空白对照组注射0．2ml生理盐水。试验前 

每鼠右后足踝关节处用记号笔作一清晰横线，分别于造模前及 

造模后 2⋯4 8 12、24、48和72小时用足趾容积测量仪测取每鼠 

右后足足趾容积 ，计算出足踝关节肿胀率(足踝关节肿胀率 = 

(造模后各时间点足容积 一造模前足容积)／造模前足容积 × 

100％)。造模72小时后股动脉取血 ，静置待凝 ，3000rpm离心 

15min，取上清液 一80 冰箱冻存，每组随机取 10个样本，以待 

测IL一1B、TNF一仅，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 

2 结果 

2．1 对微晶型尿酸钠致大鼠踝关节肿胀率的影响 由表 1可 

见，在造模后72小时这几个时间段，造模大鼠模型组的足肿胀 

率增大，与生理盐水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秋水仙碱组在这几 

个时问段(4、8、12、24、48／bo,-?)能抑制大鼠踝关节的肿胀率，与 

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秦皮高剂量组和中剂量组在这几 

个时间段亦能抑制大鼠踝关节的肿胀率 ，结果表明秦皮总香豆 

素能明显抑制微晶型尿酸钠致大鼠足肿胀的急性炎症反应。 

与模型组比较 P<0 05． }P<0．01(下同) 

2．2 秦皮香豆素对大鼠血清中 IL一1G、TNF一仅含量的影响 结 

果显示，各组动物造模后其血清中IL一1B、TNF一仪含量均明显升 

高，秦皮高、中剂量组动物血清中IL一1B、TNF一 含量明显降低， 

结果见表2。 

表2 秦皮香豆素对1L一1B、TNF一 的影响( ±s。％) 

3 讨论 

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根本病因是高尿酸血症及其导致的关 

节局部MSU晶体的析出，MSU晶体导致大量炎性细胞浸润，促 

使关节出现剧烈疼痛、红肿和功能障碍。关节内注人尿酸钠晶 

体造成痛风性关节炎模型与临床极为相似。国外文献20世纪 

7O年代即有报道，该法快速、简单、成功率高。本实验采用尿酸 

钠关节内注射造模后，结果出现了尿酸钠晶体刺激大鼠踝关节 

形成尿酸钠性滑膜炎而急性痛风发作，大鼠踝关节明显的肿胀， 

IL一1B、TNF一仅的表达增高。 

l}盘床上可配伍用于治疗湿热下注的痛风性关节炎，对临床 

上湿热阻络证的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有一定的止痛效应 。药理 

实验提示，其主要成分秦皮总香豆素具有消炎镇痛作用，对实验 

性关节炎有抑制作用，对微晶型尿酸钠诱导大鼠组肿胀有抑制 

作用。本实验提示秦皮总香豆素对微晶型尿酸钠诱导大鼠组肿 

胀有抑制作用。现代医学认为，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是非特异性 

炎症，当尿酸浓度过高，超过 了尿酸的溶解度而呈过饱和状态 

时，尿酸钠微晶体即可在软骨、滑膜及周围组织沉积；刺激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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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膜，发生滑膜血管扩张、通透性升高和白细胞渗出等病理反 

应，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等急性炎症症状。随着分子生物学的 

发展，有学者研究发现，IL一1B，IL一8，TNF— 作为炎症趋化因子 

和激活因子在痛风性关节炎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认 

为IL一1B、TNF—Of．是前炎症网链中的一级细胞因子，而 IL一8是由 

IL．1B，TNF． 诱导的二级前炎症细胞因子 J。有的学者认为 

MSU可直接刺激滑液中单核细胞导致 TNF． 的产生；由于TNF一 

可能增强 PMN的活性而使 IL一113释放 ，所以 TNF。 在结晶沉 

积病中发挥重要作用。在 MSU诱导的痛风性关节炎的模型中 

通过阻断TNF—Ot的产生，能明显地抑制 E一选择素的表达和PMN 

的募集，证实TNF—d在痛风性关节炎的发病中有极重要的作用 ， 

抗TNF．仅能明显抑止内皮细胞的激活和PMN在体内的募集，从 

而抑制炎症的发生_4 J。本实验显示，尿酸钠所致的大鼠局部关 

节红肿，步态不稳，与人类十分相似，经过干预后，秦皮组高中剂 

量组关节肿胀程度明显低于模型组 ，而且 IL一1B、TNF．仅与模型 

组相比呈低表达，其提示秦皮香豆素可能通过抑制血清中炎症 

因子的释放，且能达到与秋水仙碱相似的炎症抑制作用，但其详 

尽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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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竹叶黄酮收缩血管的作用 

孙 涛，刘 静，曹永孝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药理学系，西安 710061) 

摘 要 目的：研究淡竹叶黄酮收缩血管的作用。方法：离体血管张力描记技术记录小鼠腹主动脉的张力。结果：淡竹叶 

黄酮可浓度依赖性收缩正常小鼠腹主动脉，其 EC 为0．305 4-0．021mg／ml，其收缩血管作用的强度与麻黄碱相比无显著性差异；d 

受体阻断荆酚妥拉明及钙离子通道阻断剂维拉帕米预孵育 】5rain能使淡竹叶黄酮收缩血管的量效曲线 度依赖性地右移，最大收 

缩压低。氯沙坦 10 mol／L或酮色林 10 moVL预孵育 15rain不影响淡竹叶黄酮的量效曲线。结论：淡竹叶黄酮能明显收缩腹主动 

脉，其机制可能与激动 受体有关。 

关键词 淡竹叶黄酮；腹主动脉；d受体 

中药淡竹叶为禾本科植物淡竹叶(Lophatherum graeile 

Brongn)的干燥茎叶，具有清热除烦、利尿的功效，多用于热病烦 

渴，口舌生疮 ，小便赤色淋痛等症。1977年以来的历版《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对其均有收载。淡竹叶中含有大量的黄酮和多 

糖类成分、内酯、叶绿素、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等成分，大都 

具有很高的生物活性作用。黄酮类化合物具有降脂、抗血栓、抗 

氧化、降糖等多种生理活性⋯。正是由于黄酮类化合物在心血 

管方面的作用，我们对淡竹叶黄酮采用小血管张力描记技术进 

行了研究，为开发淡竹叶黄酮新用途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药物 淡竹叶黄酮，陕西森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 

号：ZH080115；盐酸麻黄碱，赤峰艾克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061022。 

1．2 试剂 氯沙坦钾片，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规格： 

+ 通讯作者 

50mg／片，批号：08012；酮色林，Sigma公司产品；酚妥拉明注射 

液，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规格：lOmg／ml，批号：071101； 

盐酸维拉帕米注射液，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规格：5mg／ml， 

批号：080910。 

1．3 动物 ICR小鼠，50只，体重(25～30g)，由西安交通大学 

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4 仪器 PowerLab数据记录和分析系统，包括软件 Chart5．0 

以及硬件 8通道桥式放大器，Adinstruments Co，Australia；解剖显 

微镜，型号：SMZ168一TL，麦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5 方法 小 鼠脱颈处死，迅速取出腹主动脉动脉，浸入冷 

Krebs液中，显微镜下剥离血管周围组织。将处理好的血管切 

成2 mm长的圆筒段，将其套在两个L型的金属针上，其中一个 

连接张力换能器，另一个连微调装置(调节负荷张力)，通过张 

力换能器与P0wlab系统相连，记录血管收缩与舒张曲线。将安 

装好的动脉环置入含有 Krebs液 1 ml的37~C恒温浴槽，持续通 

入含95％ 02和5％ CO：的混合气体，pH保持7．4。实验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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