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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嗪联用异丙酚对实验性缺血-再灌注损伤
肝脏能量代谢的干预
王万铁,邱晓晓,潘雪蓉,王 卫,金可可,陈锡文,徐正祄 ,王 青,李 东
(温州医学院,浙江 温州 325027)
摘要：目的
其机制。方法

探讨川芎嗪(LGT)、异丙酚(PRO)联合使用对肝缺血-再灌注损伤(HIRI)时肝细胞能量代谢的影响及
实验兔 40 只,随机分为肝缺血-再灌注组(A 组)和肝缺血-再灌注＋LGT 治疗组(B 组)、肝缺血-再灌

注＋PRO 治疗组(C 组)和肝缺血-再灌注＋LGT＋PRO 治疗组(D 组)。在再灌注 45 min 时,分别检测肝组织内三磷酸腺
苷(ATP)、二磷酸腺苷(ADP)、一磷酸腺苷(AMP)含量及总腺苷酸量(TAN)、能荷(EC)、丙二醛浓度(MDA)、超氧化物歧
-

-

化酶活性(SOD)、一氧化氮代谢产物(NO2 /NO3 )水平。结果

-

-

与 A 组比较,B、C、D 组肝组织内 ATP、EC、NO2 /NO3 及

SOD 活性均明显增高(P <0.05 和 P <0.01), MDA 含量显著减少(P <0.01)。结论

LGT 联用 PRO 可通过降低体内氧自

由基水平、提高一氧化氮(NO)水平,而改善缺血-再灌注损伤肝脏的能量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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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Ligustrazini and Propofol on Hepatocellular Energy Metabolism in the Reperfusion Injury
after Hepatic Ischemia in Rabbits WANG Wan-tie, QIU Xiao-xiao, PAN Xue-rong, et al (Wenzhou Medical
College, Wenzhou 325027,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ligustrazini (LGT) and propofol (PRO) on hepatocellular
energy metabolism in the reperfusion injury after hepatic ischemia in rabbits and its mechanism.
Methods

The

rabbi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n =10

in

each),

hepatic

ischemia-reperfusion (HIR) group, HIR+LGT group (B), HIR+PRO group (C) and HIR+ LGT+PRO group
(D). The contents of 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 adenosine diphosphate (ADP),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MP), total adenylic acid number (TAN), energy charge (EC), malondialdehyde (MDA),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nd nitric oxide products (NO2-/NO3-) in the liver tissue were measured
at 45 minutes after reperfusion. Results The contents of ATP, NO and SOD activity of the liver tissue in
B, C, D group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HIR group (P <0.05 and P <0.01), the content of MDA of the
liver tissue in B, C, D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HIR group (P <0.05 and P <0.01). Conclusion
LGT+PRO can improve hepatocellular energy metabolism in the reperfusion injury after liver ischemia
by decreasing oxygen free radical level and raising NO level.
Key words：hepatic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energe metablism；ligustrazini；propofol
[1-4]

,川芎嗪(ligustrazini,LGT)

甲酸乙酯 1.0 g/kg 静脉麻醉,分离一侧颈外静脉以备采血。

及 异 丙 酚 (Propofol,PRO) 对 肝 缺 血 - 再 灌 注 损 伤 (hepatic

消毒开腹,暴露肝门,于尾状叶上方游离肝左叶、中叶、右中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HIRI)具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叶及方形叶的血管、胆管,用无损伤钳夹闭血管,造成该四叶

本研究在日本大耳白兔 HIRI 模型上,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5]
完全性缺血,45 min 后松夹重新灌注 45 min 形成 HIRI 模型 。

(HPLC)技术,进一步观察 LGT 与 PRO 联合使用对肝缺血-再灌

1.2

动物实验及临床研究证实

分组

注过程中高能磷酸化合物的干预,从而探讨它们对 HIRI 时肝

随机将实验兔分为 4 组,每组 10 只。肝缺血-再灌注组(A

细胞能量代谢的影响及其机制,为加强围手术期肝脏的保护

组),缺血 45 min 后再灌注 45 min；肝缺血-再灌注+LGT 治疗

提供理论依据。

组(B 组),分别在肝缺血前 20 min 及再灌注即刻静脉注射盐

1

材料与方法

酸川芎嗪注射液 30 mg/kg,余同 A 组；肝缺血-再灌注+PRO

模型建立

治 疗 组 (C 组 ), 用 微 量 泵 经 颈 外 静 脉 持 续 给 予 异 丙 酚 20

1.1

日本大耳白兔 40 只,雌雄不拘,体重 1.8～2.9 kg。氨基

mg/(kg·h),直至术毕,余同 A 组；肝缺血-再灌注+LGT+PRO
治疗组(D 组),分别在肝缺血前 20 min 及再灌注即刻颈外静

基金项目：浙江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基金(992086)；

脉注射盐酸川芎嗪注射液 30 mg/kg 和用微量泵经颈外静脉持

温州市“551 人才工程”培养基金(98113)；浙江省卫生厅科

续给予异丙酚 20 mg/(kg·h),直至术毕,余同 A 组。

研基金(98A087)

1.3

标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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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动物均在再灌注 45 min 时取 500 mg 左中叶肝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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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波长：254 nm)测定 ATP、ADP、AMP 含量,并计算总腺苷

一部分加 5 mL HClO4(0.6 mol/L)制备匀浆,置高速冷冻离心

酸量(TAN=ATP+ADP+AMP)。肝细胞的能量状态用能荷(EC)表示,

机内,1 200 r/min 离心 15 min,提取上清液,再加 K2CO3(1.2

计算公式：EC=1/2ADP+ATP/TAN。硝酸还原酶法检测 NO2 /NO3

mol/L)1 mL,充分混匀,5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清液,

浓度,硫代巴比妥酸法检测 MDA 含量,黄嘌呤氧化酶法测定

以测定三磷酸腺苷(ATP)、二磷酸腺苷(ADP)、一磷酸腺苷(AMP)

SOD 活性。

含量；另一部分制成 10%匀浆,以测定一氧化氮代谢产物

1.5

-

-

统计学处理
—

-

所有数据以x±s 表示,采用方差分析。

(NO2 /NO3 )水平、丙二醛(MDA)浓度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活性。

2

1.4

2.1

肝组织 ATP、ADP、AMP、TAN 及 EC 的变化(见表 1)

2.2

肝组织 NO2-/NO3-、SOD、MDA 的变化(见表 2)

检测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美国 Beckman332 HPLC,色谱柱：OPS C18,

-

结果

—

4 组动物 HIRI 时肝细胞 ATP、ADP、AMP、TAN 及 EC 的变化(x±s,n =10)

表1
组别

ATP(mg/mg)

ADP(mg/mg)

AMP(mg/mg)

TAN(mg/mg)

A组

0.98±0.25

2.33±0.54

3.32±1.02

6.49±1.40

0.34±0.05

B组

2.84±0.77

**

C组

1.88±0.71

**##

D组

2.23±0.55

1.85±0.36

*

3.49±0.75

**##

1.92±0.34

☆☆

EC

**

6.18±0.91

0.61±0.07

**

2.43±0.45

*##

6.54±0.73

0.41±0.08

#

2.21±0.47

**##

7.61±0.69

0.57±0.09

**☆

1.49±0.19

*##☆

注：与 A 组比较,*P <0.05,**P <0.01；与 B 组比较,#P <0.05,##P <0.01；与 C 组比较,☆P <0.05,☆☆P <0.01(下同)

表2

-

-

4 组动物 HIRI 时肝组织 NO2 /NO3 、SOD 和 MDA 的变
—

化(x±s,n =10)
-

组别

从表 2 可知,D 组 SOD 活性明显高于 A 组,MDA 浓度显著低

-

NO2 /NO3 (μmol/mg)

A组

14.68±5.12

MDA(nmol/mg)

SOD(KU/mg)

于 A 组,且两者与 ATP 水平之间呈显著正、负相关关系。可见

1.92±0.25

477±89

LGT 联用 PRO 能增加体内 SOD 活性,清除氧自由基,进而降低

1.36±0.23

**

704±45

**

B组

16.39±6.09

C组

21.65±7.40

*

1.34±0.21

**

612±72

**##

D组

21.44±6.84

*

1.16±0.13

**#☆

737±68

**☆☆

2.3

物具有明显保护作用。

肝组织各指标之间的关系

肝组织脂质过氧化程度,有效地改善肝细胞的能量代谢

[8-10]

。

本研究尚发现,D 组一氧化氮(NO)水平明显高于 A 组,且
与 ATP 水平之间存在着良好的正相关关系,表明 LGT 联用 PRO
可提高机体 NO 水平而发挥调控肝细胞能量代谢的作用。

直线相关分析显示：MDA 与 ATP 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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