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年 1 月第 18 卷第 1 期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41·

参龙健脑胶囊对慢性脑缺血大鼠氧化损伤
及胆碱能神经递质的影响
张岗,许成勇,耿淼,陈利平,王发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 100853)
摘要：目的

探讨参龙健脑胶囊对脑缺血大鼠的脑保护作用。方法

利用双侧颈总动脉结扎制备慢性脑缺血模

型,选 50 只大鼠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脑复康阳性对照组及参龙健脑胶囊大、小剂量组。各给药组以相应药物灌
胃,假手术组、模型组予生理盐水灌胃。4 周后测定各组大鼠大脑皮层羟自由基(·OH)、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丙
二醛(MDA)和乙酰胆碱酯酶(AchE)的含量。结果
提高 SOD 和 AchE 的活性。结论

参龙健脑胶囊可明显降低脑缺血大鼠大脑皮层·OH 和 MDA 的含量,

参龙健脑胶囊对大鼠慢性脑缺血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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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henlongjiannao Capsule on Oxidation Damage and Acetylcholine Neurotransmitter in
Cortex of Chronic Cerebral Ischemia Rats

ZHANG Gang, XU Cheng-yong, GENG Miao, CHEN Li-ping,

WANG Fa-wei (General Hospital of PLA, Beijing 100853,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Shenlongjiannao capsule on rats with cerebral
ischemia. Methods The cerebral ischemia anim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two-vessel occlusion. Fift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control group with sham operation, model group, positive control
group of pisacetam, Shenlongjiannao capsule groups (low and high dosage). Four weeks later, SOD, • OH,
MDA and AchE in cortex was measured. Result Shenglongjiannao capsule decreased the contents of MDA
and·OH in cortex of cerebral ischemia rats, and improved activities of SOD and AchE. Conclusion
Shenlongjiannao capsule may play protective role on rats with chronic cerebral ischemia.
Key words：Shenlongjiannao capsule；cerebral ischemia；hydroxyl free radical；superoxide dismutase；
malondialdehyde；acetylcholinesterase；rats
慢性脑缺血是指各种原因导致的长期脑灌流不足,伴发多
种临床疾病的综合征。其发病率较高,目前临床尚缺乏有效的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物与试剂

治疗药物。而参龙健脑胶囊具有补肾益气活血的作用,是本院

参龙健脑胶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提供处方,

治疗脑缺血及其并发症血管性痴呆的经验方。本实验采用参

由本院科技开发中心制备成胶囊；吡拉西坦(脑复康),石家庄

龙健脑胶囊对脑缺血模型大鼠进行干预,测定大鼠大脑皮层

中诺药业有限公司产品。MDA、AchE,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乙酰胆碱酯酶(AchE)和丙二醛(MDA)、

提供,批号 20100414；SOD、·OH 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

羟自由基(·OH)活性,以探讨其脑保护作用,为临床治疗提供

究所提供,批号 20100625。

实验依据。

1.2

仪器
瑞士 sunrise romete 酶标仪(天津天美国际贸易有限公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委科技计划研发攻关基金(Z07050700690709)

司),分析天平；飞鸽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水浴箱,

通讯作者：王发渭,E-mail：Haoaz@sina.com

手工匀浆器。

North Am,1996,19(2)：287－309.
[7] Jeny JB. Methods of behavior analysis in neuroscience[M]. Boca
Raton：CRC Press LLC,2001：55－58.
[8] 郭德玉,陈铁玉,李斌,等.不同年龄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及旷场行为比较[J].
中国实验动物学报,1998,6(1)：19－23.
[9] 张荒生,王进军.中药全蝎的药理研究进展[J].中国中医急症,2007,
16(2)：224－226.

[10] 李仪奎,姜名瑛.中药药理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2：
161.
[11] 贾钰铭,丁正,曾令源,等.冰片促进顺铂透过血脑屏障的实验研究[J].
四川医学,2004,25(2)：156－157.
[12] 梁美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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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1993,4(4)：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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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剂量为小剂量组的 3 倍,最终确定小剂量组、大剂量组和对

SPF 级 Wistar 大鼠 60 只,鼠龄 3 个月,体重(200±20)g,

照组分别含原药材 80、240、90 g/L。灌胃量为 1 mL/只,每日

雌雄各半,本院医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许可证编号：SCXK(京)

1 次。假手术组和模型组大鼠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灌胃。连续

2006-0009。

给药 4 周。

1.4

1.6

模型制备

组织取材及理化指标测定

根据文献[1]方法制备慢性脑缺血模型。大鼠禁食 12 h,禁水

灌胃 4 周后大鼠同前麻醉,断头处死,剪开颅骨,迅速在冰

6 h, 10%的水合氯醛腹腔麻醉(30 mg/100 g)后,仰卧固定在手

面上分离大脑皮层,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去除血液后称重,用手工

术台上,常规备皮消毒,剪开颈部皮肤,钝性分离皮下组织,在

匀浆器制备成 10%的组织匀浆,-20 ℃保存备用。蛋白定量采用考

气管旁找到双侧颈总动脉,0 号丝线结扎(注意勿伤及迷走神

马斯亮蓝法,SOD、MDA、
·OH 和 AchE 测定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

经和气管)。伤口撒头孢唑啉钠粉末(0.25 g/只)后逐层缝合。

1.7

统计学方法
—

放回笼中饲养。假手术组仅分离颈总动脉不结扎。大鼠麻醉苏

所有数据以x±s 表示。应用 SPSS1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醒后常规饮食饮水。全部造模过程保持大鼠肛温在 37 ℃,防

分析,SOD、MDA、·OH 和 AchE 的结果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

止低温的脑保护作用。

比较采用 q 检验。

1.5

2

分组与给药

2.1

结果

60 只大鼠造模后共有 50 只入选。实施假手术的 10 只大

一般状况
造模后大鼠死亡 5 只。大鼠苏醒后自主活动减少,行动迟

鼠设为假手术组,其余大鼠随机分为 4 组：参龙健脑胶囊小剂
量组(简称小剂量组)、参龙健脑胶囊大剂量组(简称大剂量

缓,精神倦怠,眼睑由红色变成白色,随着术后用药时间的延长,

组)、脑复康阳性对照组(简称对照组)及模型组,每组 10 只。

上述症状逐渐改善。17 只大鼠出现单侧或双侧眼睑下垂,考虑

术后 3 d 开始给药,参照文献[2]方法,将药物溶于生理盐水中,

为手术中压迫交感神经通路所致,均于 3 d 后恢复。假手术组

根据参龙健脑胶囊和脑复康的临床口服用量按体重换算出大

大鼠未出现上述症状。

鼠相对于人的等效量定为小剂量组及对照组的剂量、大剂量组

2.2

表1

各项指标检测结果(见表 1)

—

各组大鼠 SOD、MDA、·OH 及 AchE 水平比较(x±s)
组别

只数

SOD(U/mg)

MDA(nmol/mL)

·OH(U/mg)

AchE(U/mg)

假手术组

10

8.293±1.772

1.074±0.317

19.132± 5.563

0.447±0.181

8

4.965±0.908

▲▲

6.417±1.118

★

6.569±1.461

★

6.639±1.311

★

模型组
大剂量组
小剂量组
对照组

9
9
9

2.458±1.059

▲▲

1.272±0.470

★★

1.704±0.824

★

1.397±0.776

★★

38.011±12.504

▲▲

0.234±0.094

▲▲

23.220± 5.791

★★

0.383±0.142

★

25.283± 9.553

★★

0.383±0.159

★

22.395± 3.604

★★

0.302±0.137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P ＜0.01；与模型组比较,★P ＜0.05,★★P ＜0.01

3

讨论

物人参皂苷 Rb1 可通过影响 Caspase-3 等凋亡关键蛋白抑制神
[5]

慢性缺血性脑病在临床较为常见,常由脑梗死、动脉粥样

经细胞凋亡,从而对脑缺血模型大鼠有神经保护作用 。淫羊

硬化等疾病所诱发,是血管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和 Binswanger

藿可显著抑制缺血再灌注大鼠脑组织线粒体的肿胀,调节呼吸

[3]

等疾病发展中的一个共同病理过程 。目前,在脑缺血的实验

链复合体活性变化,减少线粒体内 MDA 的累积,对自由基损伤

研究中,大鼠由于脑血管分布与人类相似,且经济易得,脑血管

[6]
的线粒体有明显保护作用 。何首乌具有明显的抗衰老、抗动

损伤部位恒定,实验重复性好,便于病理生化检查,是最适合的

脉粥样硬化、提高胆碱能系统活性的功效[7]。柴氏等[8]研究表

造模动物。常用的脑缺血模型有血管阻断全脑缺血模型、颈内

明,川芎提取物川芎嗪可以扩张血管、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

动脉注射微小栓子模型、光化学诱导模型等。本实验采用双侧

微循环、抗脂质过氧化,同时川芎嗪还能减轻脑缺血缺氧损伤

颈总动脉结扎(2-VO)制备大鼠慢性脑缺血模型,可造成慢性脑

后星形胶质细胞的破坏而间接保护神经元细胞。我们的前期临

灌注不足,据报道,这一模型可使大鼠各个脑区血流迅速下降,

床研究表明,参龙健脑胶囊对于脑缺血及血管性痴呆具有较好

[1]

[4]

其中额区下降最多,平均可达 67.83% 。乔氏等 的实验表
明,2-VO 可造成大鼠大脑皮质区神经元失去明显分层结构,细

[9]
的疗效 。

近年来,氧自由基引起的氧化应激损伤在慢性脑缺血发病
[10]

。氧自由基是机体内氧分子的

胞离散,皮质、丘脑及海马区神经元出现椎体细胞变性、坏死、

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广泛的关注

团缩、脱失等改变,皮质下脑室周围白质神经纤维疏松、断裂、

不完全代谢产物,包括超氧阴离子、单线性氧和·OH。其中·OH

脱失显著。与其他造模方法相比,2-VO 具有简单易行、效果确

化学性质最活泼且细胞毒性最强

切等优点,是目前公认的脑缺血损伤的造模方法之一。

不饱和脂肪酸,因此最易受到自由基的攻击。自由基可以攻击

慢性脑缺血属于中医“脑病”范畴,其病机本虚标实,虚实

[11]

。由于脑组织中含有丰富的

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引起血管扩张、管壁肿胀,血脑屏
[12]

。另外,自由

夹杂,而肾虚血瘀是其病理基础。参龙健脑胶囊由生晒参、石

障破坏、通透性增强,加重脑水肿的形成和发展

菖蒲、淫羊藿、制何首乌、干地龙、川芎、远志等药物组成,

基还可使生物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脂质过氧化,引起膜的

具有补肾益气填精、活血祛瘀通络的功效。据报道,人参提取

流动性、完整性和通透性破坏,使细胞膜和溶酶体破坏释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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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酶,从而导致局部脑组织损伤[13]。而 MDA 是自由基损伤后
脂质过氧化的产物,一方面 MDA 的含量可以间接反映氧化损伤
的程度,另一方面其本身是一种大分子交联剂,能交联蛋白质
和核酸,促进多糖分子聚合和解聚,引起生物膜裂解,蛋白质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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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奇.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M].2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1167－1170.
[3] 赵玲,刘丽,张兰,等.不同时程的脑缺血对大鼠学习记忆能力及脑皮
层乙酰胆碱酯酶活性的影响[J].中国比较医学杂志,2006,16(2)：81－84.

。在正常情

[4] 乔松,冯加纯,杨晶,等.自发性高血压和持续低灌流模型大鼠学习记忆

况下,机体内存在着一系列清除自由基的体系,使氧自由基保

能力与脑组织病理学对比研究[J].解放军医学杂志,2006,33(6)：725－729.

持在较低的水平。其中 SOD 是一种金属蛋白酶,带有负电荷,

[5] 孙 蓉 . 人 参 皂 甙 Rb1 对 慢 性 缺 血 致 痴 呆 模 型 大 鼠 细 胞 凋 亡 因 子

性,酶丧失活性,从而进一步加重神经细胞的破坏

可使自由基歧化,有效清除氧自由基

[14]

。从本实验研究中可以

看出,模型组与假手术组性比,·OH 和 MDA 的含量明显升高,而
SOD 的活性则明显下降,分析其原因：一方面脑组织缺血缺氧
后,激活了黄嘌呤氧化酶系统,产生了大量·OH 及其脂质过氧
化产物 MDA；另一方面缺血缺氧造成三磷酸腺苷(ATP)合成减
少,组织供能不足,酶的合成功能下降。同时自由基也消耗大量
的 SOD,造成其活性下降。SOD 的减少,使组织清除自由基的能
力下降,可加重脑组织脂质过氧化反应,造成神经元损伤,能量
代谢障碍,导致细胞坏死或凋亡。而经过参龙健脑胶囊治疗后
的大鼠与模型组相比,·OH 和 MDA 明显降低,SOD 活性则升高,
说明参龙健脑胶囊能减轻缺血后自由基对脑组织的攻击,提高
机体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起到保护神经元细胞的作用。
在脑缺血的研究中,另一个受到关注的机制是胆碱能系统

Caspase-3、Tau 蛋白及 PP-2A 影响的实验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
2007：51.
[6] 李梨.淫羊藿苷对缺血再灌致脑损伤保护作用的实验研究[D].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2005：78－82.
[7] 程传浩.复智胶囊对血管性痴呆胆碱能系统及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07：52.
[8] 柴勇,刘文波,张丽霞,等.川芎嗪对缺血缺氧性脑损伤大鼠海马星形胶
质细胞的影响[J].神经解剖学杂志,2009,25(2)：211－215.
[9] 王发渭,郝爱真,仝战旗,等.参仙汤对血管性痴呆的治疗研究[J].中国
中医药信息杂志,2005,12(10)：58,87.
[10] 关利新,翟凤国,衣欣,等.刺五加注射液对大鼠脑缺血损伤保护机制
的研究[J].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2007,12(9)：1032－1035.
[11] 王春林,许鹏程,曾因明,等.缺血预处理对沙土鼠前脑缺血再灌注后

的功能,乙酰胆碱(AcH)是中枢神经系统从事和维持高级神经

海马羟自由基生成的影响[J].江苏临床医学杂志,2002,6(5)：414－416.

功能的一类神经递质,广泛分布于边缘系统、大脑皮层的有关

[12] 郑素霞,李世英,安红兵,等.当归芍药散对拟血管性痴呆小鼠海马氧

[15]
脑区、纹状体、脑干网状结构 。缺血性脑病胆碱能系统的功

能改变是其并发症血管性痴呆产生的重要机制。Deutch 首先
提出了中枢胆碱能突触就是记忆突触的假说。机体通过 Ach
的水解与合成过程控制胆碱能神经元突触间的信息传递,从而
[16]

实现对学习记忆功能的调控 。而 AchE 是 Ach 的分解酶,它将

化损伤的影响[J].中华中医药学刊,2008,26(10)：2199－2200.
[13] 侯德仁,陈坤,王艳,等.丁苯酞治疗血管性痴呆的疗效和作用机制[J].
南方医科大学学报,2009,29(3)：574－575,578.
[14] 赵晴,杜建时,刘岩松,等.依拉奉达对血管性痴呆大鼠海马组织 SOD、
MDA 的影响[J].现代预防医学,2008,35(10)：1950－1952.

Ach 分解成胆碱和乙酸而失活,其活力可间接反映胆碱能系统

[15] 吕佩源,靳玮,冯志山,等.双氢麦角碱对血管性痴呆小鼠海马乙酰胆

的功能。研究表明,脑缺血及血管性痴呆大鼠脑组织中 Ach 和

碱酯酶活性变化的影响[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8,8(2)：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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