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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五加注射液对小鼠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

陈　辉,王丽雯,张大海

[ 摘要] 目的:探讨刺五加注射液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影响。方法:采用小白鼠双侧颈总动脉及颈部软组织结扎术复制全脑

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动物模型。动物随机分为 3 组:对照组 、缺血再灌注组及刺五加组, 在实验过程中动态观测小白鼠脑电图,

测量大脑皮层脑含水量和脑组织伊文思蓝含量。结果:对照组小白鼠脑电图在手术前后无任何异常变化, 缺血再灌注组和刺

五加组小白鼠脑电图观察过程中均呈直线;缺血再灌注组脑含水量 ( 83.92±5.10) %高于刺五加组( 79.21 ±2.59) %( P <

0.05) ;缺血再灌注组伊文思蓝含量( 0.535 7±0.098 8)明显高于刺五加组( 0.300 0±0.064 5) ( P<0.01) 。结论:刺五加注射

液对小白鼠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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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acanthopanax senticosus injection ( ASI) on cerebral ischemic reperfusion injury in

mice.Methods:The cerebral ischemic reperfusion injury model w as established by binding the bilateral total ar tery and the soft tissue

of neck in mice.The mice w 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 roups:control group, ischemic reperfusion group ( I/ R) and ASI g roup( AS).

The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 w as continually observed during the experiment course and the w ater content in cerebrum and the

Evans blue content in brain organization were measured after the mice were killed.Results:The mice EEG in control group did no t

have any unusual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operation;the mice EEG in I/ R group and AS group was a straight line during the observing

course;the w ater content in I/ R group( 83.92±5.10)% w as higher than tha t in AS g roup( 79.21±2.59 )% ( P < 0.05);the

Evans blue content in I/ R group( 0.535 7 ±0.098 8 ) w as obvious higher than that in AS g roup( 0.300 0 ±0.064 5 ) ( P

<0.01) .Conclusions:The ASI play s a protective role in ischemic reperfusion injury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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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缺血经治疗后恢复血液供应,发生缺血后再

灌注, 会产生大量自由基损伤细胞膜而造成细胞膜

破裂,再次加重脑组织水肿和脑细胞坏死,从而使得

临床症状加重并影响转归
[ 1, 2]

。本实验通过复制小

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动物模型,观察小白鼠脑缺

血再灌注损伤后血管通透性及脑组织含水量的改

变,探讨刺五加有无抗缺血再灌注损伤及减轻脑水

肿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选择　昆明种小鼠 45只,雌雄各半,体重

( 29.5±4.8) g, 由蚌埠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2　药品试剂　刺五加注射液(黑龙江乌苏里江制

药有限公司) ;甲酰胺(合肥创因生物科技公司) ;伊

文思蓝溶液(上海化学试剂中心提供,进口分装) 。

1.3　仪器　三道生理记录仪(开封科教仪器厂) , 小

动物人工呼吸机 ( DH-140B型, 浙江大学医学仪器

厂) , 电热恒温干燥箱 ( GZX-D-X型, 上海市跃进医

疗器械一厂) , HH-S 型数显恒温水浴箱(江苏金坛

医疗仪器械厂) 。

1.4　全脑缺血再灌注模型制作　小白鼠用 20%乌

拉坦( 5 ml/kg)腹腔注射麻醉,沿颅顶正中线切开皮

肤,暴露颅骨, 于颅骨右侧 、冠状缝与矢状缝旁开各

1 mm 处钻孔, 安装不锈钢电极, 备记录脑电图用。

将动物仰卧固定作颈部正中切口, 分离气管并作气

管插管,分离双侧颈总动脉穿线备用,在两侧颈总动

脉 、颈外静脉 、气管 、迷走和交感神经下穿线,环绕至

颈后,于结扎前后动态观察并记录缺血 30 min 和再

灌注 90 min脑电图变化 。实施结扎术以脑电图呈

一条直线为标准[ 3] 。气管套管接小动物呼吸机, 进

行人工通气(通气量20 ml/kg ,频率 70 ～ 80次/分) 。

1.5　动物分组　将实验动物随机分成 3组 。对照

组,分离双侧颈总动脉, 置线备用, 另穿线绕颈后一

周,但不结扎, 动态观察并记录脑电图 90 min。缺

血再灌注组和刺五加组方法同上, 刺五加组小鼠于

手术前 3 天用刺五加注射液 2.8 ml·kg-1·d-1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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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各组实验动物观察至预定时间后, 处死并取其

大脑皮层以测定脑组织含水量和全脑的伊文思蓝

含量 。

1.6　测定方法　

1.6.1　脑含水量测定　取全脑分离出大脑皮层, 称

其湿重后在 100℃烤箱中烤干 24 h,连续烤干 3次,

取其平均值计算脑含水量:

脑含水量(%) =
湿重-干重

湿重
×100%

1.6.2　伊文思蓝含量测定　手术前静脉注射伊文

思蓝溶液( 5 ml/kg ) , 观察至预定时间后取全脑, 利

用改进型伊文思蓝测定方法, 根据伊文思蓝标准曲

线测出伊文思蓝含量[ 4] 。

1.6.3　脑电图测定　动态观察并记录脑电图波形

变化 。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 。

2　结果

2.1　脑含水量和伊文思蓝含量测定结果　脑缺血

再灌注组脑含水量高于对照组( P<0.05) ;而刺五加

组比脑缺血再灌注组低( P<0.05) 。脑缺血再灌注

组伊文思蓝含量高于对照组( P <0.05) ;而刺五加组

明显比脑缺血再灌注组低( P<0.01) (见表 1) 。

表 1　3组动物脑含水量及脑组织伊文思蓝含量比较( x±s)

分组 n 脑含水量( %) n 伊文思蓝含量(μg/ml)

对照组 7 77.79±2.23 8 0.407 1±0.148 4

缺血再灌注组 7 83.92±5.10# 8 0.535 7±0.098 8#

刺五加组 7 79.21±2.59＊ 8 0.300 0±0.064 5＊＊

F — 5.74 — 9.30

P — <0.05 — <0.01

MS组内 — 12.5464 — 0.012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缺血再灌注组比较＊P<

0.05, ＊＊P<0.01

2.2　脑电图　对照组手术前后脑电图依然存在且

正常, 而脑缺血再灌注组和刺五加组在缺血再灌注

整个过程中脑电图仍呈直线。

3　讨论

　　脑缺血后,在一定条件下再灌注,缺血性损伤不

仅不减轻反而加重, 这种损伤为缺血再灌注损伤。

目前认为,其发生可能与再灌注后大量氧自由基产

生 、细胞内钙超载等因素有关[ 1] 。在缺氧情况下细

胞内依赖于 Ca2+的蛋白水解酶被激活,黄嘌呤还原

酶迅速转变为黄嘌呤氧化酶,黄嘌呤氧化酶在有氧

供应时能催化产生大量超氧阴离子, 以及呼吸爆发

等多途径产生的大量氧自由基诱发细胞及亚细胞膜

脂质发生过氧化反应, 细胞膜基本特征改变,蛋白失

活,造成组织细胞损伤
[ 5]
, 细胞膜的通透性增加。

本实验通过测定缺血再灌注后脑组织含水量及伊文

思蓝含量测定
[ 4]

, 均证实有脑血管通透性增加, 血

脑屏障的损伤和脑水肿的存在。

刺五加为五加科五加属植物, 刺五加注射液主

要成分为刺五加皂甙, 具有清除氧自由基及提高人

体 SOD 、扩张血管 、降低血液黏稠度和降低血管通

透性作用,降低组织耗氧量和组织代谢,增加组织对

乏氧的耐受性 。本实验结果显示, 刺五加组脑组织

含水量明显低于缺血再灌注组( P <0.05) , 伊文思

蓝含量刺五加组明显低于缺血再灌注组 ( P <

0.01) 。表明刺五加注射液具有减低血管通透性,减

轻脑组织细胞损伤作用。本实验结果证明,刺五加

注射液对小白鼠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降低血管的通

透性 、稳定细胞膜 、减轻脑水肿等保护作用 。其机制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本实验由病理生理学教研室陈前芬老师指导,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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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息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中心从事医学科研工作的我院前附设护校教师黄力,作为共同作

者在 2005年 2月 24日《Nature》上发表题为“Pax3 functions at a nodal point in melanocy te stem cell

differentiat ion”的科研论文。这项科研由美国 NIH 资助,并由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中心 、爱因

斯坦医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医学中心的 10名科研人员合作完成, 黄力在其中列为第 3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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