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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天枢及其配伍组合对不同状态大鼠
胃运动效应的影响
于文静,卢明香,曹新,冯虹,余芝,徐斌
南京中医药大学针药结合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目的

观察不同机体状态下穴位配伍效应的变化,探究腧穴配伍对效应方向及效应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

成年 SD 大鼠,运用胃球囊内压测量方法,观察在胃运动正常、兴奋、抑制状态下,电针(刺激参数为 3 mA,2/15 Hz)天
枢组、天枢配上巨虚组、天枢配曲池组、天枢配大肠俞组(每组每种状态为 10 只大鼠)对调节胃运动效应的差异。
结果

电针天枢单穴在 3 种胃运动状态下均为抑制效应(变化百分率分别为-15.83±1.80、-13.95±4.35、-21.30±

2.75),兴奋状态下的效应量最高；天枢穴与曲池、上巨虚、大肠俞配伍后,其效应量均降低,3 种状态 3 种组合的 9
种情况下,7 种情况的效应量较单穴效应量的差异(78%)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天枢穴与不同部位腧穴的两两配伍对胃
运动的调节呈现拮抗作用。结论

电针刺激不同状态下的天枢穴均呈现抑制效应,机体状态可影响效应量,并不影响

效应方向；天枢穴与上肢、下肢、背部穴位配伍,对调节胃运动均呈现拮抗作用,这一作用也不受机体状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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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Tianshu and Combination Regulation in Different States of Rat
Gastric Motility YU Wen-jing, LU Ming-xiang, CAO Xin, FENG Hong, YU Zhi, XU Bin (The Laboratory of
Combined Acupuncture and Med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TCM,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cupuncture effect of acupoint compatibility at different body state,
explore the effect of acupoint compatibility on the direction and effect quantity. Methods For adult SD rats,
using the gastric balloon pressure measuring method, under the gastric motor state of normal, excited and
inhibited, the different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stimulating parameters of 3 mA, 2/15 Hz) Tianshu
group, Tianshu coupled with Shangjuxu group, Tianshu coupled with Quchi group, Tianshu coupled with
Dachangshu group (10 rats for each state of each group) were observed. Results Electroacupuncture
Tianshu single point in three kinds of gastric motion had inhibitory effect (percentage changes were
-15.83±1.80, -13.95±4.35, -21.30±2.75), the highest level of effect was in the excited state. When
Tianshu coupled with Shangjuxu, Quchi, and Dachangshu, its effect decreased. In 9 cases of three kinds
of combinations of three states, effect quantity of 7 case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with single acupoint in
volume (78%), hints that Tianshu coupled with other points of different body parts for adjusting gastric
motion showed antagonism effect. Conclusion Acupuncture at Tianshu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showed
inhibitory effects. Body state can influence the effect size, but does not affect the effect direction. Coupled
with the points on upper limb, lower limb, and the back, the effect on regulation of gastric motility shows
antagonism, this effect is not affected by body states.
Key words：electroacupuncture；Tianshu acupoint；compatibility of acupoints；gastric motility；rats
研究表明,多个腧穴配伍产生的协同、抑制或拮抗效应,对

法同时应用,其综合效应是不是就一定是增强,会不会产生拮

[1]
临床疗效有重要影响 。腧穴配伍既有协同作用也有拮抗作用,

[3]
抗效应”的问题 。一般认为,针灸的效应决定于腧穴、刺灸

机制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在理论创新、研究设计和技术方法上有

[4]
法和机体状态,而腧穴效应有双向性 、刺灸方法有补泻之别、

[2]
待进一步提高 。也有学者提出了“当多个穴位和多种针刺手

机体状态也有虚实之分,由于这三重双向因素,决定了腧穴配
伍规律研究的复杂性。最近,有研究者提出了“针刺穴位组学”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1CB505206)；国家

概念,明确指出针刺穴位组学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实验

自然科学基金(30873307,81202744)；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研

方法,以针刺常用穴位、穴对、穴位处方为研究对象,以针刺临

究项目(11KJB360008)；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

床优势病种为研究载体,阐述针刺调节双相性、整体性等特点,

选题项目(22KF06003)

验证针刺科学性,推动针刺研究进展,最终促进针刺临床应用

通讯作者：徐斌,E-mail：xuuuux@sina.com

[5]
水平提高的一门学科 。组学概念固然符合当前生命科学的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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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但是以传统知识模式构建的针灸规律是否可以直接作为当

成功后,手术切口处作荷包缝合,固定好导管,并将其另一端通

代生命科学的研究对象仍是值得商榷的,没有单穴效应规律的

过三通装置与注射器和压力换能器相连,后者将胃内压信号转

确切描述就无法确切描述组穴的效应规律,基本的“还原论”

换并导入生理信号采集系统。

研究可能仍然是针灸研究的基础。本课题通过对电针不同状态

1.5

下天枢及其组合的效应方向及效应量分析,观察腧穴配伍效应

信号采集
以上手术完成后,先通过注射器经三通装置调节胃内水囊

现象,以期对认识腧穴配伍及腧穴双向性的内涵有所帮助。

大小,使其稳定在约 1.0 kPa,待大鼠胃蠕动波稳定后开始记录,

1

连续记录 10 min 胃内压作为基础值。胃内压由传感器导入压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分组与穴位选取
健康成年清洁级 Sprague-Dawley 雄性大鼠,体质量 250～

力换能器,后者将液体压力信号转变为电信号并输入
RM6240BD 系统。记录不到基础蠕动波时通过注射器经三通装

300 g,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科学院上海实

置调节胃内水囊大小。

验动物中心提供[许可证号：SCXK(沪)2007-0005],分批饲养于

1.6

实验程序

南京中医药大学清洁级动物房。实验分为正常组、阿托品组、

波形稳定后先连续记录约 10 min 胃内压作为基线(对照

乙酰胆碱组,每组动物数量以成功获得 10 只完整数据为标准。

值),正常组直接进行电针刺激穴位。采用自制双极连体针刺入

实验过程中对动物的处理措施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3～5 mm 后,接通电针仪,选择频率 2/15 Hz、强度为 3 mA 的疏

技术部 2006 年颁布的《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的

密波,可以观察到大鼠肢体微动。所选穴组分别为大鼠左侧“天

规定和南京中医药大学有关实验动物使用的条例。穴位的选取

枢”,“天枢”配“上巨虚”,“天枢”配“曲池”,“天枢”

[6]
参照《实验针灸学》 常用实验动物针灸穴位。

配“大肠俞”,每穴组电针刺激 2 min,起针后再记录约 10 min,

1.2

待其恢复至基线或接近基线水平后再给予下一组穴针刺处理,

药物与仪器
20%乌拉坦(氨基甲酸乙酯,化学纯,上海青析化工科技有

并同步记录。2 个药物组在正常组基础上记录到胃基础蠕动波

限 公 司 ),1.625% α - 氯 醛 糖 (Sigma,GA20288),0.1% 阿 托 品

后分别给予相关药物。阿托品组给予 0.1%阿托品(M 型受体阻

(Sigma,A0132),0.1%乙酰胆碱(Sigma,A6625)。动物恒温手术

滞剂)0.18 mL/kg 体质量静脉推注,并以 40 µL/(min·kg)药量

台(ST-1 型,成都仪器厂),微量注射泵(ALC-IP800,上海奥尔

经微量注射泵维持给药。乙酰胆碱组予 0.1%乙酰胆碱(M 型受

科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多道生理信号采集系统(RM6240BD

体激动剂)以 20 µL/(min·kg)药量经微量注射泵维持给药。

型,成都仪器厂),压力换能器(YPJ01,成都仪器厂),韩氏穴位

待药物引起的胃内压基础波波动恢复平稳后(上升或降低 15%以

神经刺激仪(LH402A,北京华卫产业开发公司),自制双极连体

上为造模成功),重复上述针刺程序,继续记录胃内压的变化。

针(在两根针灸针的针柄分别套上直径 1 mm、长度 10～15 mm

1.7

统计学方法

的 PE 50 聚乙烯管以使两针之间绝缘,并露出针柄的末端 5～8 mm

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针刺前、针刺后

以接电针仪,把两根针用塑料胶布捆在一起,使针身全部露出,

做描述性统计,数据以x±s 表示,针刺前后数值比较做配对 t 检

两针相隔约 1 mm,针柄上端各向两侧弯 30 °,以免连接的电针

验,以观察针刺对胃内压的影响；各组针刺前后同一穴组对胃

仪电极夹相互接触)。

内压调节的变化率(非正态分布)做非参数检验 (Kruskal-

1.3

Wallis H 检验),以观察不同状态下针刺同一组穴或同一状态

手术
实验前 12 h 禁食、6 h 禁饮,行氨基甲酸乙酯(乌拉坦)

—

下不同穴位对胃运动的效应量差异。P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0.8 g/kg)及α-氯醛糖(65 mg/kg)腹腔混合麻醉后,将大鼠

学意义。

仰卧固定于手术台上,手术及实验过程中动物体温用恒温手术

2

台维持在约 37 ℃左右。大鼠静脉插管的一端与预先装好药物

2.1

的微量注射泵相连,手术前排除插管与微量注射泵内的空气,

结果
电针“天枢”对不同机体状态大鼠胃运动的影响
在 3 种胃运动状态下电针单穴“天枢”表现为抑制效应；

确保无悬浮气泡,然后行左颈外静脉插管及气管插管。

与正常组比较,乙酰胆碱组变化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电

1.4

针“天枢”在不同胃运动状态下,其效应均以抑制为主,并且在

胃内压记录
将大鼠上腹部毛剃除,于剑突下腹正中矢状线偏左侧 5 mm

一字切口切开腹腔,温和的生理盐水纱布推开肝脏暴露胃幽门

胃运动兴奋的状态下,其抑制效应更明显。见表 1。
表1

—

电针“天枢”各组大鼠胃运动变化比较(x±s,kPa)

2
部及十二指肠上段。将约 1 cm 的天然乳胶膜(取自避孕套前

端)安置套在塑料导管一端,导管前端与乳胶膜之间留有一定

组别

只数

针刺前

造模前

(造模后)

空隙,在距离乳胶膜 1 mm 处用外科线结扎将两者固定,制成直

正常组

10

1.01±0.06

径为 5 mm 的胃内留置气囊(气囊内及插管内充满双蒸水,排除

阿托品组

10

1.12±0.29 0.93±0.15

气泡),作为测量胃内压的压力监测装置。在十二指肠距胃窦部
5～8 mm 处,避开肠壁上可见的血管,在肠系膜的对侧做一个

乙酰胆碱组

10

针刺前后

针刺后

★
★★

0.95±0.04 1.20±0.03

变化率(%)
*

-15.83±1.80

*

-13.95±4.35

*

-21.30±2.75

0.85±0.05

0.80±0.15
0.94±0.02

☆

注：与造模前比较,★P ＜0.05,★★P ＜0.01；与针刺前比较,*P ＜0.05；
2

2～3 mm 左右的一字切口,回抽囊内的双蒸水,使水囊体积缩小

3 组电针前后变化率非参数检验,χ ＝15.89,P ＝0.002；与正常组

以便将其放入胃窦部,并避免对胃造成机械性扩张。水囊留置

比较,☆P ＝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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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电针“天枢”配“曲池”各组大鼠胃运动变化比较(x±s,kPa)

的影响
电针“天枢”配“上巨虚”在 3 种胃运动状态下均为抑制

组别

只数

针刺前

造模前

(造模后)

效应；其中,在正常状态和乙酰胆碱造成的胃运动兴奋状态下,

正常组

10

0.93±0.12

针刺前后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抑制效应,提示“天枢”和

阿托品组

10

1.19±0.13 1.06±0.07

“上巨虚”配伍,不同胃运动状态下,其效应量不同,但针刺效

乙酰胆碱组

应以天枢的抑制效应为主,尤其是在胃兴奋的状态下,天枢的

2.4

抑制效应更明显,而当胃处于抑制状态时,抑制效应不显著。见

的影响

★★

0.99±0.06 -6.39±4.48

★★

*

0.92±0.13

2.07±5.44

电针“天枢”配“大肠俞”在正常胃运动和阿托品造成的
胃运动抑制状态下,针刺效应以抑制为主,在乙酰胆碱造成的

电针“天枢”配“上巨虚”各组大鼠胃运动变化比较
—

组别

只数

造模前

(x±s,kPa)

胃运动兴奋状态下,则出现兴奋效应,但其效应不显著。3 种状

针刺前后

态针刺效应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天枢”配“大

变化率(%)

肠俞”在不同胃运动状态下其效应方向与效应量不同。见表 4。

0.85±0.14

-6.88±9.03

表 4 电针“天枢”配“大肠俞”各组大鼠胃运动变化比较(x±s,kPa)

0.97±0.06

-1.77±5.66

针刺前

针刺后

(造模后)

*

正常组

10

阿托品组

10 1.17±0.10 0.99±0.08

0.91±0.85
★★
★★

乙酰胆碱组 10 0.81±0.09 1.01±0.10

2.3

0.78±0.09 0.90±0.12

变化率(%)

0.90±0.11 -2.66±8.07

电针“天枢”配“大肠俞”对不同机体状态大鼠胃运动

表 2。
表2

10

针刺前后

针刺后

*

0.93±0.07

-7.89±4.97

电针“天枢”配“曲池”对不同机体状态大鼠胃运动的

影响
电针“天枢”配“曲池”在正常胃运动状态和阿托品造成
的胃运动抑制状态下,以抑制效应为主；在乙酰胆碱造成的胃

—

组别

针刺前

造模前

(造模后)

10

阿托品组

10 1.22±0.09 1.03±0.14

乙酰胆碱组

针刺前后

针刺后

正常组

1.02±0.16

变化率(%)
*

-13.86±6.33

0.85±0.12

★★

0.95±0.13

*

-7.71±5.22

★

0.93±0.17

1.68±8.92

10 0.75±0.09 0.90±0.15

☆

2

注：3 组针刺前后变化率做非参数检验, χ ＝13.572,P ＝0.001

运动兴奋状态下,呈现兴奋效应,但其效应不显著；在阿托品状

2.5

态下,针刺前后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天枢”配“曲

影响

池”在不同胃运动状态下针刺效应方向与效应量存在差异。见

只数

电针“天枢”及其配伍组对不同机体状态大鼠胃运动的
“天枢”配伍不同穴位效应不及“天枢”单穴明显,提示

本研究的腧穴配伍之间存在拮抗作用。见表 5。

表 3。
—

表 5 电针“天枢”及其配伍各组大鼠胃运动变化比较(x±s,%)
组别

只数

天枢

天枢配上巨虚
#

-2.66±8.07

-13.86±6.33

##

-6.39±4.48

##

-7.71±5.22

##

2.07±5.44

##

1.68±8.92

10

-15.83±1.80

-6.88±9.03

阿托品组

10

-13.95±4.35

-1.77±5.66

10

-21.30±2.75

天枢配大肠俞
##

正常组

乙酰胆碱组

天枢配曲池

-7.89±4.97

##

χ值

2

P值

15.081

0.002

18.347

0.000

27.980

0.000

注：与针刺“天枢”同一状态下比较,#P ＜0.05,##P ＜0.01

3

讨论

护具有协同作用,其减轻胃黏膜损伤的作用优于单穴或双穴的

有研究者认为针灸相同的腧穴也可产生 3 种不同的效应：

使用,并认为这与胃黏膜组织中的一氧化氮和内皮素含量、胃
[10-11]

对于向负方向偏离正常状态,则表现为一个向右调整的效应；对

黏膜跨膜电位等有关

于向正方向偏离正常状态者,则表现为一个向左调整的效应；而

下肢、背部的腧穴配伍对于胃运动而言,均出现效应降低的现象

[2]
对于完全正常的人不产生治疗效应 。但本研究的结果并不支

(占 78%),即只观察到拮抗作用,尽管以往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

持这一观点,电针不同状态下“天枢”的效应方向均为抑制胃运

发表,如针刺“内关”配伍“脾俞”
、
“内关”配伍“足三里”对

动,只是在兴奋状态下其抑制的效应量较高,提示单一穴位对于

小鼠耗氧速率的影响与针刺单穴效应相反,两穴配伍均呈现拮

单一观察指标的调节效应方向是基本明确的,电针的效应方向

[12]
抗效应 。这是否也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有待进一步观察。

并不因机体状态而发生逆转,那么这一结论是否提示“针灸双向

。本研究结果表明,天枢穴与上肢、

本研究结果表明,单一刺激方式(电针)、刺激量(3 mA,

调节”的不全面性呢？事实上,我们在应用双向调节概念时存在

2/15 Hz)作用于不同胃运动状态的“天枢”穴,均为抑制效应；

一个重要的误区：针灸双向调节并不等同于腧穴的双向调节。

对于胃运动而言,“天枢”与不同部位腧穴配伍的效应均为拮

这里只是指出这一事实,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讨论另文再述。

抗效应。这个以单穴、单一指标为基础的研究结果,有可能对

关于腧穴配伍对胃影响的实验研究,已有相关报道,并对
相关的机制进行了研究

[7-8]

。有研究观察到,电针“足三里”、

于充分认识腧穴效应的基本规律及其研究模式有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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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山黄芪中黄芪多糖提取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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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恒山黄芪不同提取溶剂、粉碎度、温度、料液比及乙醇提取倍率与黄芪多糖提取得率的关系,

寻找恒山黄芪黄芪多糖最佳提取工艺。方法 采用微型植物粉碎机对恒山黄芪进行超细化处理并按粉体颗粒大小分
组,测定各组不同温度、不同料液比、不同乙醇提取倍率水法提取与 CaO 法提取黄芪多糖的溶出率。结果 料液比 1∶6,
提取温度 80 ℃,使用提取液 3 倍量 95%乙醇沉淀,水法提取、粉碎粒度为 800 目,CaO 法提取、粉碎粒度为 400 目时
恒山黄芪黄芪多糖提取得率相对最高。结论

恒山黄芪黄芪多糖提取得率与使用何种提取溶剂及粉碎度、提取温度、

料液比、乙醇使用量存在关联性,CaO 法提取黄芪多糖得率常规下优于水法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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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xtraction Technology of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in Mt. Hengshan Astragalus HE Yi-heng,
ZHANG Hong-xia, ZHAO Ye, GUO Zhi-jiang (Medical School of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03700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extraction solvet, grind degrees, temperature,
solid-liquid ratio and alcohol volume on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s extraction rate of Mt. Hengshan
astragalus to optimize the extraction technology. Methods Mt. Hengshan astragalus was produced to different
particle size fractionation by miniature plant grinder. The dissolution rate of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s of
each group was determined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 ratio of material to liquid and alcohol volume by water
extraction and CaO extraction. Results With the ratio of liquid 1∶6, extraction temperature of 80 ℃, 3 times
volume of 95% ethanol precipitation, particle size of 800 mesh by water extraction, and particle size of 400
mesh by CaO extraction, Mt. Hengshan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extraction yield achieved to the relative
maximum. Conclusion The Mt. Hengshan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s extraction rate is related to the extaction
solvet, degree of pulverization, extraction temperature, solid-liquid ratio and alcohol volume.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yield of CaO extraction is higher than conventional water extraction.
Key words：Mt. Hengshan astragalus；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s；superfine grinding；extraction
technology；extraction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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