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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益智胶囊的益智效应
及对中枢胆碱能神经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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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解毒益智胶囊的益智效应及对中枢胆碱能神经功能的影响,为治疗轻度认知障碍提供实验依据。
方法 建立东莨菪碱致小鼠学习记忆障碍模型。按体重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安理申对照组及解毒益智
胶囊高、中、低、极低剂量组。采用避暗法、跳台法和 Morris 水迷宫法观察解毒益智胶囊的益智效应；采用乙酰胆碱
酯酶(AchE)试剂盒检测全脑 AchE 活性；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技术,以 18S rRNA 为内参基因,用 SYBR Green Ⅰ染料
法检测海马 M1 受体和胆碱乙酰转移酶(ChAT)基因相对表达,双标准曲线法进行计算和数据分析。结果 解毒益智胶囊
能显著延长东莨菪碱致模型小鼠学习记忆障碍模型避暗实验和跳台实验逃避潜伏期,减少错误次数,显著缩短 Morris
水迷宫实验平均逃避潜伏期,改善空间搜索策略；能显著提高学习记忆障碍小鼠模型全脑 AchE 的活性；显著增强海马
M1 受体和 ChAT 基因表达,解毒益智胶囊高、中、低、极低剂量组 M1 受体基因分别较模型组表达增高了 14.9、7.3、8.2、
1.8 倍,而 ChAT 基因则分别较模型对照组提高了 6.6、26.5、1.2、6.1 倍。结论 解毒益智胶囊具有良好的益智作用。
关键词：解毒益智胶囊；乙酰胆碱酯酶活性；M1 受体基因；胆碱乙酰转移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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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lligence Promotion Effect and the Influence on Central Cholinergic Neuronal Function of
Jieduyizhi Capsules

XU Shi-jun1,2,3, ZHANG Wen-sheng1, ZHAO Yi-jun4, WANG Yong-yan1,4 (1.Institute of

Natural Medicine and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College of Resources Science &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2.Pharmaceutical College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5,
China；3. Key Laboratory of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Explottation of TCM Resources in Sichuan Province, Chengdu 611137,
China；4.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telligence promotion effect and the influence on central cholinergic
neuronal function of Jieduyizhi (JDYZ) Capsule in order to provide experimental basis for its treatment on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MCI). Method The mice model with learning and memory deficits induced by
scopolamine was established. The step through test, step down test and the Morris water maze test were
applied on mice to assay the intelligence promotion effect of JDYZ Capsule. The AchE activity in the whole
mice brain was tested by AchE kits. The relative gene expression of ChAT and M1 receptor in the
hippocampus was tested by FQ-PCR (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 and SYBR Green I method, with
the 18sRNA as a reference gene and analyzed by double-standard curve method. Result JDYZ Capsule can
effectively prolong the escape response latency in the mice model with learning and memory deficits
induced by scopolamine, reduce the number of errors,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average escape response
latency in the Morris water maze test, and improve the strategies on searching the surrounding space.
JDYZ Capsule remarkably improved the AchE activity of mice brain in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deficit
model. The gene expression of ChAT and M1 receptor in the hippocampus wer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M1 receptor gene expression in the high-dose, middle-dose, low-dose and
extreme low-dose were separately increased by 14.9 times, 7.3 times, 8.2 times and 1.8 times, while the
level of ChAT gene expression were increased by 6.6 times, 26.5 times, 1.2 times and 6.1 times. Conclusion
JDYZ Capsule has favorable effect on intelligence promotion.
Key words：Jieduyizhi Capsule；AchE activity；gene of M1 receptor；gene of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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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认知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是正常衰

2.2

老认知功能减退与极轻度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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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效应测定
小鼠适应性饲养 3 d,按体重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A 组)、

AD)和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VD)的过度性、痴呆前

模型对照组(B 组)、安理申对照组(C 组)及解毒益智胶囊高、

[1]
期的病理状态,是认知障碍的最早期阶段 ,首次报道见于 1990

中、低、极低剂量组(分别为 D、E、F、G 组)。给药剂量分别

年,以获得性认知功能障碍,但不伴有显著的日常生活能力下降

为人用剂量的 20、10、5、2.5 倍,给药体积为 0.2 mL/10 g,连续

为特征。解毒益智胶囊是王永炎院士以“络病”理论为指导、

给药 15 d,末次给药 1 h 后,按照文献[2]进行避暗和跳台实验。

以数十年临床为基础、经现代制药技术制备的中药复方制剂,

同样分组与给药,饲养一批动物,参照文献[3]方法进行小鼠

具有活血解毒、通络益智的功效。为考察解毒益智胶囊对 MCI

Morris 水迷宫测定。

的治疗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借用东莨菪碱致小鼠学习记

2.3

忆障碍模型,从中枢胆碱能神经功能角度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
1

实验材料

1.1

乙酰胆碱酯酶活性的测定
避暗和跳台测试完成后,小鼠快速断头处死,无菌条件下

取脑,按 1∶9(质量体积比)于生理盐水中制成 10%脑匀浆。在

药物与试剂

4 ℃下 10 000 r/min 离心 20 min,取上清液,按 AchE 测定试剂

解毒益智胶囊由北京师范大学中药资源与资源药物研究
所提供,批号 090202；盐酸多奈哌齐片(安理申),法国 PFIZER

盒说明书测定 AchE 活性。
2.4

M1 受体和胆碱乙酰转移酶基因表达的测定

PGM 公 司 制 造 , 卫 材 ( 中 国 )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分 装 , 产 品 批 号

水迷宫测试完成后,按“2.3”项下方法制备脑标本后,快

6109803,分装批号 6109803A；氢溴酸东莨菪碱液(SCOP),上海

速分离左右海马组织,-70 ℃保存,待测 M1 受体和胆碱乙酰转

禾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080402。乙酰胆碱酯酶(AchE)试

移酶(ChAT)基因表达水平。

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所,批号 20090606；TaKaRa real-time

2.4.1

®

TM

目标基因 RT real-time PCR 方法的建立

PCR core kit：TaKaRa,日本；SYBR Premix Ex Taq ：TaKaRa,

2.4.1.1

日本；3S Spin Agarose Gel DNA Purification kit：申能博

及 M1 受体 mRNA 序列,使用 DNAStar 软件的 MegAlign 功能,分

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RNAiso Reagent：TaKaRa,日本；RT

别找出各基因的保守区域,并采用 Primer Premier 5.0 软件

Reagents(for real time RT-PCR kit)：TaKaRa,日本。

在保守区域设计用于 real-time PCR 的引物。上下游引物序列

1.2

见表 1,引物均由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

动物
KM 小鼠,雌雄各半,体重(20±2)g,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实

表1

引物设计

根据 GenBank 中小鼠 18S rRNA、ChAT

18S rRNA、ChAT、M1 受体基因引物信息

验动物研究所提供,合格证号：川实动管质 SCXK(川)2004-16。

基因名称

登录号

序列(5’-3’)

产物长度(bp)

实验场地为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药药理三级实验室,编号：

18S rRNA

F

GACTCAACACGGGAAACCTCA

121

R

CAGACAAATCGCTCCACCAA

F

TCCAACGAGGATGAACG

R

CAGGCATACCAGGCAGAT

F

CCCAACCCATCATCACTT

R

CTGCTGCCACCACCTTT

TCM2032043。小鼠饲养室温 22～24 ℃,明暗周期 12 h/12 h
条件下饲养,自由饮水摄食。
1.3

ChAT

仪器
BA-200 小鼠自动避暗测试仪(测试箱)、DT-200 小鼠跳台

M receptor

测试仪(测试箱)、MT-200 型 Morris 水迷宫视频跟踪分析系统

163

均为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产品。Varioskan Flash 多功能读

2.4.1.2

数仪,美国 Thermo；荧光定量 PCR 仪：ABI 7300,美国；凝胶成

TaKaRa RNAiso Reagent 试剂盒,按产品说明书进行,提取总

像系统：VerSa Doc,Bio-Rad 公司,美国；PCR 仪：Mycycler,

RNA 于-80 ℃保存备用。

Bio-Rad 产品,美国；超低温冰箱：Thermo Forma,美国；紫外

总 RNA 提取及 cDNA 合成

150

cDNA 合成：RNA 样本经 DNase Ⅰ处理后,采用 TaKaRa RT

分光光度计：CARY 50 Probe,澳大利亚。

Reagents 试剂盒,按产品说明书进行。

2

2.4.1.3

2.1

实验方法
模型制备
避暗实验和跳台实验于第 14 日给药后 50 min,避暗训练、

总 RNA 的提取：采用

RT real-time PCR 方法的建立

①real-time PCR

条件优化：利用 SYBR Green Ⅰ染料法,real-time PCR 均在
ABI 7300 real-time PCR 仪上进行。采用 25 µL 的总反应体

跳台训练前 10 min 腹腔注射 SCOP 2 mg/kg 体重(0.1 mL/10 g

系,以得到最小的 CT 值、最大的荧光值(ΔRn)和熔解曲线不产

体重)造模；
Morris 水迷宫实验于定位航行和空间搜索前 30 min

生非特异性峰为指标,对 18S rRNA、ChAT 和 M1 基因的 SYBR

腹腔注射给予 SCOP 2 mg/kg 体重造模。

Green Ⅰ real-time PCR 的退火温度、退火时间、引物浓度
以及荧光数据收集温度等条件进行优化,确定各目标基因扩增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07272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的最佳条件,本研究所有 real-time PCR 反应均以此优化条件

金(20080430324)；四川省杰出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资助计划

进行。②标准品的制备及标准曲线的建立：采用上述引物,对

(2011JQ0014)；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2010SZ0195)；北京市教

各基因分别进行常规 PCR 扩增,PCR 产物与 pMD18-T 载体连接

委新医药学科群项目(XK100270569)

并转化至 TOP10 感受态细胞,筛选阳性克隆,提取质粒作为标

通讯作者：王永炎,Tel：64014411-3311

准品。对标准品进行 10 倍系列稀释,并采用上述优化的条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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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real-time PCR 反应,得到各基因 real-time PCR 标准曲线。

分析,多组资料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方差齐性用 LSD,方差不

根据各基因 real-time PCR 的扩增效率,确定计算方法。

齐用 Game-Howell。

2.4.2

4

样本中目标基因的 real-time PCR 检测 各实验组样

结果

本均提取总 RNA 并转录为 cDNA,并采用优化结果,对样本中进

4.1

行 18S rRNA、ChAT 和 M1 基因的 mRNA 表达水平进行 real-time

表 2)

PCR 检测。以 18S rRNA 为内参基因对结果进行标化,比较模型

4.2

组与其他各组之间 ChAT 和 M1 基因 mRNA 表达量变化情况。

(见表 3、表 4)

3

4.3

统计学方法
—

数据采用x±s 表示,用 SPSS11.5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

解毒益智胶囊对小鼠避暗潜伏期和错误次数的影响(见
解毒益智胶囊对小鼠定向航行和空间探索行为的影响
解毒益智胶囊对小鼠脑组织乙酰胆碱酯酶活性的影响

(见表 5)

—

各组小鼠避暗和跳台实验潜伏期及错误次数比较(x±s)

表2

组别

只数

A组

12

B组

12

C组

12

剂量

避暗实验

(mg/kg)

逃避潜伏期(s)
**

**

166.67± 77.89

**

146.55±118.97

8.83± 4.73

18.92±5.42
11.83±5.73
15.42±6.39

12

420

9.91± 6.31

12

210

23.80± 4.82

F组

12

105

22.23± 4.80

52.5

244.42± 94.09

25.24± 8.50

E组

12

逃避潜伏期(s)

**

4.33±2.54

D组

G组

错误次数(次)

64.33±29.22

**

1.7

跳台实验

0.50±0.90

**

**

1.17±0.58

42.09± 59.44

2.00±0.85
*

101.22± 99.11

*

9.17±3.90

*

13.25±5.01

*

14.25±7.35

*

12.91± 3.73

错误次数(次)
**

1.75±1.06

*

0.92±0.79

*

150.56±107.49

*

0.92±0.67

115.36±108.87

1.75±1.29

*

注：与 B 组比较,*P ＜0.05；**P ＜0.01(下同)
—

各组小鼠空间探索行为比较(x±s)

表3
组别

只数

剂量

第一象限

(mg/kg)

时间(s)

第三象限

距离(cm)
**

时间(s)
**

A组

12

19.83±5.83

405.00± 98.34

B组

10

9.38±4.37

211.63±107.33

C组

**

10

1.7 18.79±5.57

406.16±148.49

**

359.99±124.87

11

420

16.15±5.69

E组

12

210

16.03±5.47

12

G组

9

105

450.60±138.01

**

D组

F组

**

只数

剂量
(mg/kg)

(cm)

**

*

220.76± 54.43 2.83±2.44 34.18±7.66

35.39± 9.29 1 266.61±105.12

16.63±8.60

321.49±151.09 2.00±1.76 17.75±9.83

16.43± 8.08 1 489.72±245.09

**

9.84±4.75

*

**

32.79± 9.91 1 369.67±152.71

**

28.97±10.36 1 336.34±265.57

**

27.88±10.17 1 294.77±184.90

236.21± 92.28 3.80±1.99 32.89±9.32

13.73±5.90

301.17±114.75 3.67±1.56 28.08±9.90

*

**

13.01±5.68

304.91±133.13 2.42±1.24 26.76±8.60

*

14.56±6.85

305.24± 92.66 2.78±1.86 25.90±6.70

各组小鼠定向航行平均逃避潜伏期比较(x±s,s)

组别

**

**

325.11±113.71

总距离

9.29±2.54

—

表4

*

295.33±102.10 2.73±1.90 29.97±8.48

*

第一象限时

离/总距离(%) 间/总时间(%)

11.89±5.77

344.62±110.18

52.5 14.94±4.48

**

第一象限距

次数(次)

**

*

14.82±4.34

经过平台

距离(cm)

**

**
**

*

*

*

*

*

*

25.95± 7.58 1 303.03±210.06

*

26.58± 8.06 1 232.61±249.12

为 95 ℃变性 5 min(95 ℃ ,15 s,58 ℃ ,30 s)×40 个循
环,72 ℃延伸 5 min,熔点温度为 58 ℃；ChAT 扩增条件为 95 ℃

第1日

第2日

第3日

变性 5 min (95 ℃,15 s,52 ℃,30 s)×40 个循环,72 ℃延

A组

12

37.00±2.91

28.38±2.90

14.25±2.55

伸 5 min,熔点温度为 52 ℃；M1 扩增条件为 95 ℃变性 5 min

B组

12

47.46±2.53

46.75±4.41

38.46±2.54

(95 ℃ 15 s, 54 ℃ 30 s)×40 个循环,72 ℃延伸 5 min,

C组
D组
E组

12
12
12

F组

12

G组

12

4.4

**

1.7
420
210
105
52.5

*

44.75±2.30

25.29±2.64

**

34.33±3.82

42.58±3.22

43.54±2.93

**

43.33±2.43

**

**

**

31.88±2.73

45.33±3.76

47.83±2.53

**

**

熔点温度为 54 ℃。
4.4.2

标准品的制备及标准曲线的建立

总 RNA 经反转录合

成 cDNA 后,分别用各对引物进行 PCR 扩增和克隆,对所得阳性

29.29±1.90

**

23.46±7.38

**

31.13±2.73

**

30.50±5.66

*

质粒进行 PCR 鉴定,分别得到 121 bp(18S rRNA)、150 bp(ChAT)

30.08±2.24

**

28.42±2.71

**

及 163 bp(M1)大小的片段,与预期结果一致,见图 1。

18S rRNA、胆碱乙酰转移酶和 M1 基因 RT real-time PCR

对阳性标准品进行 10 倍系列稀释,采用优化的条件进行

方法的建立

real-time PCR,以相对拷贝数的对数为横坐标,以 CT 值为纵坐

4.4.1

RT real-time PCR 条件的优化结果 实验分别对 18S

标,分别得到各基因的标准曲线。结果表明,各基因在较广的范

rRNA、ChAT 和 M1 基因退火温度、退火时间、引物浓度及荧

围内均有很好的线性关系,18S rRNA、ChAT 和 M1 的标准曲线

光采集温度点进行了优化,获得各基因的最佳反应条件和体

回归方程分别为：Y ＝-3.30X ＋40.77、Y ＝-3.86X ＋32.70 和

TM
系。各基因的反应体系均为 25 µL,即 SYBR® Premix Ex Taq

Y ＝-3.64X ＋36.94；相关系数 r 分别为 0.998、0.995 和 0.999；

12.5 µL, Primers 0.2 µmol/L,模板 2 µL,ddH2O 9.5 µL。优

各标准曲线 Ct 值的线性范围依次为 14.78～31.07、13.22～

化的 RT real-time PCR 反应条件分别为：18S rRNA 扩增条件

33.19 和 14.78～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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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组小鼠脑组织 AchE 活性比较(x±s)

表5

组别

只数

剂量(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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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系统阻滞可引起学习和记忆减退,与正常老年健忘症极为
AchE 活性(U/mg)

相似,给予拟胆碱药物能增进学习和记忆能力,提示中枢神经

A组

10

0.91±0.17

递质乙酰胆碱酯(Ach)在学习记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Ach 是

B组

10

0.63±0.22

胆碱能神经的化学递质,是目前公认的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最

C组

12

D组

10

**

1.7

**

重要的信使物质。位于基底前脑的中枢胆碱能神经元(主要位

△

于基底核、斜角带核和内侧隔核)合成大量的 Ach,经投射纤维

*

输送至与学习记忆密切相关的大脑皮质和海马。Ach 在神经组

*

1.00±0.31

420

0.78±0.18

E组

7

210

0.90±0.22

F组

7

105

0.87±0.17

织中主要与 M1 受体结合而发挥效应,脑内 50%～80%的 M 受体

G组

7

0.59±0.12

是 M1 受体。当基底前脑的胆碱能神经元功能受损或丢失,可造

52.5

注：与 E 组比较,△P ＜0.05
M

1

成 Ach 合成、贮存和释放减少,从而导致以记忆和识别功能障
2

3

碍为主的多种临床表现。在 AD 等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脑内,胆碱
能系统中有关的酶特别受累,颞中回、顶叶和额叶皮质及海马
中的 ChAT 活性明显低下,而脑干、小脑、中央前后回和皮质乙

200 bp
100 bp

[4]
酰胆碱水平正常 。中枢胆碱能神经功能与学习记忆有关在临

床和动物实验中都得到了证实,动物注射拟胆碱药物可以增强
学习记忆能力[5],注射抗胆碱药物则学习记忆能力降低。东莨
注：1.ChAT；2.18S rRNA；3.M1；M.分子量标准
图1

4.4.3

线治疗和改善 AD 学习记忆功能低下等,这也是用东莨菪碱构

目标基因标准品的 PCR 鉴定

熔解曲线分析和可重复性研究

菪碱也可以降低正常人的近期记忆能力,抗胆碱酯酶药作为一

在 SYBR Green I

建小鼠学习记忆障碍模型的基础。

real-time PCR 后进行熔解曲线分析,结果表明,在优化的熔接

“髓消脑减”是老年的一个基本生理变化过程,也是 AD

温度下,18S rRNA、ChAT 和 M1 基因的熔解曲线均只有一个特

和 MCI 的病机基础。随着年龄增长,脑血管硬化,脑络的运载功

异性峰,说明所设计引物有很好的特异性,PCR 反应条件得到

能受损,脑微血管通透性降低,气血等营养物质输送功能减弱,

了较好的优化；为评价所建立的针对小鼠 18S rRNA、ChAT 和

导致脑神经细胞能量供应不足,功能减退；脑神经细胞缺血缺

M1 受体基因 SYBR Green I real-time PCR 的可重复性,对同

氧,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和代谢物质。这些物质一则损伤血管内

一样本在同一次实验中进行多管重复测定,以及在不同实验中

皮细胞,导致相关脑区微血管灌流障碍,加重微循环瘀滞,造成

分别进行多次测定,结果表明,各基因 real-time PCR 的批内和

神经元等功能单位的生理机能损伤；一则损伤神经胶质细胞,

批 间 变 异 系 数 (CV%) 分 别 为 ： 18S rRNA,1.63% ～ 6.25% 及

导致胶质细胞水肿变性；一则导致神经胶质细胞和神经元的严

2.82%～8.32%；ChAT,3.56%～5.28%及 4.44%～8.58%；M1 受体,

重损害,最终使脑神经细胞凋亡和突触功能减退或缺失,胆碱

2.62%～7.46%及 5.43%～8.22%。表明所建立的上述基因的

能神经受损,Ach 合成/释放障碍。各种因素互为因果,形成恶

real-time PCR 具有良好的可重复性。

性循环,最终导致 MCI。由此可见,“髓消脑减”是 MCI 的病机

4.4.4

通过比较两基因标准曲线

基础,毒损脑络是 MCI 的核心环节,自由基、氧化因子和炎性介

的斜率可以看出,内参基因 18S rRNA 和目的基因 ChAT 和 M1

质等毒性因子是 MCI 发病和进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治疗的核

相对定量计算方法的确定

受体的扩增效率不同,18S rRNA 基因的扩增效率为 101.2%,

心当是活血通络、解毒益智,解毒益智胶囊正是基于本病机而

ChAT 基因的扩增效率为 81.6%,M1 受体基因的扩增效率为

设。本实验研究表明,在避暗和跳台实验中,解毒益智胶囊中、

88.3%,故采用双标准曲线法进行计算和数据分析。

低剂量能显著提高小鼠学习记忆障碍模型学习记忆的作用,而

4.5

高剂量和极低剂量作用不显著；在小鼠 Morris 水迷宫实验中,

样本 real-time PCR 定量分析结果
与 B 组相比(以 B 组基因相对其表达量作为基准 1),其他

解毒益智胶囊各剂量组均表现出良好的增强学习记忆功能的

各组 M1 和 ChAT 基因 mRNA 相对表达水平的倍数变化如下：B

作用,提示解毒益智胶囊具有良好的益智作用。为了探讨解毒

组 M1 受体和 ChAT 基因相对表达量较 A 组表达分别下降了 5.8

益智胶囊益智作用与中枢胆碱能神经功能的关系,我们考察了

倍和 20 倍,提示 B 组脑内胆碱能神经功能处于低下状态；D、E、

东莨菪碱致学习记忆障碍模型小鼠脑组织 AchE 活性及 ChAT

F、G 组 M1 受体基因相对表达量分别较 B 组表达增高了 14.9、

和 M1 受体基因表达的影响,结果发现,解毒益智胶囊中、低剂

7.3、8.2、1.8 倍,ChAT 基因相对表达量则分别提高了 6.6、

量可以显著提高模型脑组织 AchE 的活性,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26.5、1.2、6.1 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高剂量组和极低剂量组对

5

AchE 活性影响不明显(P ＞0.05)；模型对照组 M1 受体和 ChAT

讨论
学习记忆能力降低是 MCI 临床出现最早和最关键的表现,

基因相对表达量较正常对照组分别下降了 5.8 倍和 20 倍,而解

也是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因此,是否能增强

毒益智胶囊高、中、低、极低剂量组 M1 受体基因相对表达量

或改善学习记忆能力是评价一个药物是否有治疗 MCI 的关键

分别较模型对照组增高了 14.9、7.3、8.2、1.8 倍,ChAT 基因

指标。研究表明,海马是学习记忆的一个关键结构,中枢胆碱能

则分别增高 6.6、26.5、1.2、6.1 倍。上述研究结果提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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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痤养颜颗粒剂对去势大鼠性器官重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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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消痤养颜颗粒剂对去睾丸雄鼠和去卵巢雌鼠精囊、前列腺、子宫重量的影响,并探讨其治疗痤
疮的作用机制。方法

选用 Wistar 大鼠 60 只,雌雄各半。雄鼠去睾丸,雌鼠去卵巢,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5 组。雄鼠

组分别给予生理盐水、丙酸睾丸酮、丙酸睾丸酮加消痤养颜颗粒高、中、低剂量；雌鼠组分别给予生理盐水、戊酸
雌二醇及消痤养颜颗粒高、中、低剂量。连续给药 15 d 后,称取雄鼠及雌鼠精囊、前列腺、子宫重量。结果

雄鼠

组与丙酸睾酮组相比,中药各剂量组精囊和前列腺重量均减轻(P ＜0.05)；雌鼠组与生理盐水组比较,中药高、中剂
量组小鼠子宫重量明显增加(P ＜0.05)。结论

消痤养颜颗粒具有明显对抗雄激素及雌激素样活性,其治疗痤疮是通

过调节体内激素水平来实现的。
关键词：痤疮；消痤养颜颗粒；性器官；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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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Acne-eliminating Cosmetic Granule on Weight of Sexual Organ in Rats KUANG Qian-hua1,
LIU Yan-ping2, DONG Lin3 (1.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2.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ansu College of TCM, Lanzhou 730000, China；3.Gansu Province Hospital of TCM,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acne-eliminating cosmetic granule by observing the
weight differences of rats’ spermatophores, prostates and uteruses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acneeliminating cosmetic granule. Methods 30 male and 30 fe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subgroups each. Castrate the males and spay the females. The 5 male groups were given saline,
testosterone propionate, testosterone propionate overlapped with large, middle and small dose of acneeliminating cosmetic granule. Meanwhile, the 5 female groups were given saline, estradiol valerate, large,
middle and small dose of acne-eliminating cosmetic granule. After 15 days, the spermatophores and
prostates in the male groups and uteruses in the female groups were weighted. Results The weights of
spermatophores and prostates in the testosterone propionate overlapped with each dose of acneeliminating cosmetic granule group was promine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estradiol valerate group (P ＜
0.05). The weights of uteruses in the large or medium dose of acne-eliminating cosmetic granule group
was promine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aline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acne-eliminating cosmetic
granule has obvious antiandrogen and estrogen-like effects, and it treats acne by adjusting the hormone
level in the body.
Key words：acnes；acne-eliminating cosmetic granule；sexual organ；rats
痤疮是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据统计,在青春期 95%男

[1]
性、85%女性都患过轻重不同程度的痤疮 。该病也是中医治疗

的优势病种之一,我们运用消痤养颜颗粒剂治疗湿热蕴结型痤
基金项目：甘肃省科学事业费科研项目(QS022-C33-032)

疮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本实验的目的是通过观察其对性器

通讯作者：董林,E-mail：qham333@126.com

官重量的影响,探讨其治疗痤疮的作用机制。现总结报道如下。

强中枢胆碱能神经功能是解毒益智胶囊发挥益智效应主要作

[3] Jacqueline N Crewley. What’s wrong with my mouse? Behavioral

用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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