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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二氢杨梅素(DMY)对小鼠急性脑缺血缺氧的保护作用。方法:将雄性昆明小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或假

手术组)、DMY高剂量组、DMY低剂量组和金纳多组,必要时设模型组,每组30只。DMY高、低剂量组分别灌胃 DMY

500mg/kg、250mg/kg,1次/d,共10d。末次给药1h后,采用小鼠断头实验,观察DMY对断头后小鼠喘气时间和喘气次数

的影响;小鼠常压耐缺氧实验,观察DMY对小鼠存活时间、耗氧量和耗氧率的影响;小鼠结扎双侧颈总动脉实验,观察DMY
对小鼠存活时间的影响。结果:与空白对照组或模型组比较,DMY高、低剂量可明显延长小鼠断头后喘气时间和喘气次数,

降低常压缺氧小鼠耗氧率并延长双侧颈总动脉结扎小鼠的存活时间(P<0.05或P<0.01);此外,DMY高剂量还可延长常

压缺氧小鼠存活时间(P<0.05)。结论:DMY对小鼠急性脑缺血缺氧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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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effectofdihydromyricetinonacutecerebralhypoxia-ischemiainmice
WeiKunxuan1,DengZhijing2,Ganlu2,PangYiming2,HuangXiaoliang2,HePing2,GuoZhe3.(1.Depart-
mentofPharmacy,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Nanning530021,China;

2.LaboratoryAnimalCenter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Nanning530021,China;3.The3thAffilia-
tedHospitalofGuangxiMedicalUniversity,Nanning53003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studytheprotectiveeffectofdihydromyricetin(DMY)onacutecerebralhypoxia-
ischemiainmice.Methods:MaleKumingmicewererandomlydividedintocontrolorshamgroup,high-and
low-doseDMYgroup,ginatongroupandmodelgroup.Themiceinthehigh-andlow-doseDMYgroup
wereadministered500mg/kgand250mg/kgDMYrespectivelyviaintragastricgavagefor10days.1haf-
terthelastadministration,thegaspingtimeandnumberofbeheadedmice,survivaltime,oxygencon-
sumptionratioinhypoxiatolerancemice,andsurvivaltimeinbilateralcarotidarteryligation(BCAO)mice
wereobserved.Results:High-andlow-doseDMYcouldsignificantlyincreasedthegaspingtimeandgasping
numberofbeheadedmice,prolongedtheoxygenconsumptionratioofhypoxiatolerancemiceandthesur-
vivaltimeofBCAOmice.High-dosageofDMYalsocouldprolongthesurvivingtimeofhypoxiatolerance
mice.Conclusion:DMYexertsaprotectiveeffectonacutecerebralhypoxia-ischemiainmice.
Keywords dihydromyricetin;acutecerebralischemiaandhypoxia;mice

  在所有脑血管病中,约有80%是缺血性脑血管

病。缺血性脑血管病具有发病率高、病死率高、复发

率高、致残率高的特征,是三大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

疾病之一,并且在我国居民死亡原因中排名第二[1],
研究与开发抗缺血缺氧性脑血管疾病药物已成为药

学工作者的当务之急。二氢杨梅素(dihydromyrice-
tin,DMY)是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湖南省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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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瑶族民间习用草药藤茶的主要活性成分,含量高

达27%,具有抗炎、保肝护肝、降血脂、防癌抗癌、抗
高血压、降血糖、清除自由基、抗氧化等多种药理生

理活性,资源容易获得,价格便宜,毒性低,近年来逐

渐被国内研究人员所关注[2]。研究报道,DMY对结

扎大鼠双侧颈总动脉致全脑缺血引起的脑水肿具有

抑制作用[3]。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DMY对大脑

中动脉栓塞引起的小鼠局灶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具

有保护作用[4]。本实验通过小鼠断头实验、常压耐

缺氧实验、结扎双侧颈总动脉实验,进一步研究

DMY对小鼠急性脑缺血缺氧的保护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药物与试剂 DMY,原料药,纯度98.33%
(开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批号:K130311);银杏叶

提取物片(金纳多,EGB),40mg×20片(德国威玛

舒培博士药厂,批号:5961013);异氟烷(瑞沃德生命

科技有限公司,批号:217151201)。DMY及EGB临

用前用0.5%羧甲基纤维素钠配制成混悬液。

1.1.2 主要仪器设备 XTZ-D 解剖显微镜(上海

光学五厂);R580小动物麻醉机(瑞沃德生命科技有

限公司);测氧仪(广西医科大学实验生理学教研室

自制)。

1.1.3 实验动物 SPF级健康雄性昆明小鼠,体重

25~30g,由广西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实验

动物合格证号:SCXK(桂)2014-0002。

1.2 方法

1.2.1 动物分组与给药 将雄性昆明小鼠随机分

为空白对照组(或假手术组)、DMY高剂量组、DMY
低剂量组和EGB组,必要时设模型组,每组30只。

DMY高、低剂量组按10mL/kg持续灌胃 DMY
500mg/kg、250mg/kg,1次/d,共10d;EGB组同

期灌胃EGB40mg/kg;空白对照组(或假手术组)
和模型组同期灌胃给予等体积的0.5%羧甲基纤维

素钠。

1.2.2 小鼠断头致急性全脑缺血缺氧实验 随机

取空白对照组、DMY高剂量组、DMY低剂量组和

EGB组小鼠,每组10只,末次给药1h后,迅速用大

剪刀在小鼠的耳后2mm处断头,造成全脑处于缺

血缺氧状态,观察记录断头后小鼠喘气次数变化和

小鼠张口喘气时间。

1.2.3 常压耐缺氧实验 随机取空白对照组、

DMY高剂量组、DMY低剂量组和EGB组小鼠,每
组10只,末次给药1h后,将小鼠置于250mL、内盛

适量钠石灰的广口玻璃瓶内,用凡士林密封瓶口。
该瓶口与自制测氧仪相连橡皮塞连接。观察各组小

鼠在缺氧密闭条件下的存活时间,使用测氧仪测定

装置内耗氧量并按下式计算耗氧率。

耗氧率(mL/min·g-1)=
总耗氧量(mL)

体重(g)×存活时间(min)

1.2.4 小鼠结扎双侧颈总动脉实验 随机取假手

术组、模型组、DMY 高剂量组、DMY 低剂量组和

EBG组小鼠,每组10只,末次给药1h后,于体视显

微镜下行双侧颈总动脉结扎术,具体步骤如下:小鼠

异氟烷吸入性麻醉后,仰卧固定,解剖显微镜下行颈

部正中切口,用显微镊分离结扎双侧颈总动脉,期间

应注意避免牵拉、损伤迷走神经。缝合切口后停止

异氟烷吸入,动物在1~2min内苏醒,苏醒后单独

置于饲养笼中;假手术组只分离双侧颈总动脉但不

结扎。观察记录每组小鼠结扎双侧颈总动脉后存活

时间,超过1h死亡者,其存活时间均记为60min。

1.3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采用SPSS17.0统计

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췍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

比较采用LSD-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DMY对小鼠断头实验的影响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DMY高、低剂量组及EGB
组小鼠的喘息时间和喘气次数均明显延长(P <
0.01或P<0.05),见表1。

2.2 DMY对小鼠常压缺氧实验的影响

  各组动物体重无明显差异(P >0.05)。与空

白对照组相比,DMY高剂量组和EGB组小鼠的存

活时间明显延长(P<0.05);各组耗氧量虽无明显

差异(P>0.05),但DMY高、低剂量组及EGB组

耗氧率均较空白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或P<
0.01),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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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DMY对断头小鼠喘息时间与喘息次数影响(췍x±s,n=10)

 组别 体重/g 喘息时间/s 喘息次数/次

空白对照组 26.71±2.72 16.16±2.67 11.2±3.33
DMY高剂量组 27.50±2.42 20.99±4.05** 15.4±3.60*

DMY低剂量组 25.65±3.03 19.20±3.65* 14.60±3.69*

EGB组 25.06±1.73 19.61±3.30* 15.10±4.12*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1,*P<0.05。

表2 DMY对常压缺氧小鼠的存活时间、耗氧量和耗氧率的影响(췍x±s,n=10)

 组别 体重/g 存活时间/min 耗氧量/mL
耗氧率/

(mL/min·g-1)

空白对照组 27.03±2.12 8.21±1.66 8.80±1.14 0.041±0.008
DMY高剂量组 27.70±2.04 10.10±2.24* 8.05±1.12 0.030±0.008**

DMY低剂量组 28.05±2.90 9.16±1.03 8.20±1.16 0.033±0.008*

EGB组 26.95±1.77 9.79±1.52* 8.40±1.26 0.032±0.006*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1,*P<0.05。

2.3 DMY对小鼠结扎双侧颈总动脉实验的影响

  与模型组相比,DMY高、低剂量及EGB组均明

显延长了双侧颈总动脉结扎小鼠的存活时间(均P
<0.01),见表3。

  表3 DMY对小鼠双侧颈总动脉结扎致全脑缺血

小鼠存活时间的影响(췍x±s,n=10)

 组别 体重/g 存活时间/min
假手术组 25.60±1.84 60.00±0.00
模型组 26.44±1.93 21.30±4.67#

DMY高剂量组 25.50±1.65 54.10±13.91**

DMY低剂量组 26.70±2.11 48.40±13.43**

EGB组 25.64±2.36 51.50±12.99**

   与假手术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比较,
**P<0.01。

3 讨 论

  脑缺血是一种脑软化或局限性脑组织缺血性坏

死的疾病,主要由脑部血流供应不足,引起缺氧和缺

血所致[5]。抗整体小鼠缺血缺氧实验是筛选治疗心

脑组织因缺血缺氧引起功能障碍的常用方法[6]。本

研究采用小鼠断头实验、常压耐缺氧实验、结扎双侧

颈总动脉实验等脑缺血缺氧模型,观察DMY在脑

部缺血缺氧状态下,对脑部的保护作用。本研究选

择雄性小鼠进行实验,因雌性与雄性小鼠体内的激

素水平有差异,而双性别会给实验增加不必要的影

响因素而干扰结果,影响结论。此外,有研究显示,
雌激素对脑缺血损伤具有保护作用,而雄激素可加

剧缺血损伤引发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7]。缺氧会

导致机体代谢,特别是氧化、供能方面,使重要器官

呈现缺氧供能不足,进而发生死亡。在小鼠常压耐

缺氧实验中,常压密闭缺氧为非特异性缺氧,在密闭

容器中小鼠由于缺氧,以及体内二氧化碳和酸性代

谢产物的蓄积,最终导致脑组织死亡的发生。本实

验结果显示,DMY可降低常压缺氧小鼠耗氧率并延

长常压缺氧小鼠存活时间(P<0.05或P<0.01),
说明其能改善组织代谢,降低耗氧量而保护缺氧脑

组织。

  小鼠断头之后,其脑部血液供应完全中断,在脑

组织能量耗竭之前,小鼠继续维持张口喘息动作一

段时间,直至脑内能量耗竭,喘息动作便停止。该模

型建模简单、经典,便于观察,容易获得,许多研究均

采用这一模型来完成[8]。本实验结果表明,DMY可

明显增加小鼠断头后喘气次数,延长喘气时间(P
<0.01或P<0.05),表明其可降低脑组织耗氧量,
增强神经细胞缺氧耐受力,脑组织缺血缺氧后,对脑

功能的维持有一定的作用。结扎小鼠双侧颈总动脉

造成全脑不完全性缺血已成为脑缺血实验的常用动

物模型,具有成功率高,缺血指标的观察明确、简单,
并且可以根据实验需要,通过结扎双侧颈总动脉的

时间长短而控制脑缺血的程度的优点[9]。本实验结

果显示,DMY能明显地延长小鼠存活时间(P <
0.01),对脑缺血具有一定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DMY在小鼠断头实验、常压耐缺氧

实验及结扎双侧颈总动脉实验等急性脑缺血缺氧实

验中均提示DMY对急性脑缺血缺氧小鼠有一定的

保护作用,且高、低剂量DMY在这3种实验情况下

的抗脑缺血缺氧效果与EGB相当(P>0.05),其具

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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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多糖联合替莫唑胺对大鼠脑胶质瘤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晓飞,刘劲睿,廉晓宇,王德超,张明石△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绥棱 154001)

摘要 目的:探讨枸杞多糖(LBP)联合替莫唑胺(TMZ)治疗对大鼠脑胶质瘤的作用机制。方法:将SD大鼠分为空白对照组、

模型组、TMZ组和LBP+TMZ组,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他3组分别于颅内接种C6脑胶质瘤细胞。TMZ组给予TMZ灌胃,

LBP+TMZ组给予TMZ及LBP分别灌胃,空白对照组和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各组干预28d后测量肿瘤体积,采用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血清白介素-17(IL-17)水平,RT-PCR检测Foxp3mRNA相对表达量,流式细胞术检测C6脑

胶质瘤组织Th17、Treg细胞比率。体外培养C6脑胶质瘤细胞,分为模型组、TMZ组和LBP+TMZ组,培养72h后检测细胞

上清液IL-17水平和细胞Foxp3mRNA相对表达量。结果:治疗后,LBP+TMZ组的肿瘤体积显著小于TMZ组(P<0.05)。

LBP+TMZ组IL-17水平显著低于TMZ组(P<0.05)。LBP+TMZ组Foxp3mRNA相对表达量较模型组、TMZ组显著降

低(P<0.05)。LBP+TMZ组Treg细胞比率较TMZ组减少(P<0.05),Th17/Treg比值显著高于模型组和TMZ组(P<

0.05)。结论:LBP联合TMZ可有效抑制大鼠脑胶质瘤,其机制可能与调节免疫细胞Th17、Treg的表达有关。

关键词 脑胶质瘤;枸杞多糖;替莫唑胺;T细胞

中图分类号:R739.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30X(2017)03-0350-05

DOI:10.16190/j.cnki.45-1211/r.2017.03.007

Theeffectsandmechanismsofcombinedlyceumbararumpolysaccharideswithtemozolomideon
braingliomainrats
LiXiaofei,LiuJinrui,LianXiaoyu,WangDechao,ZhangMingshi.(DepartmentofNeurosurger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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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exploretheeffectsandmechanismsofcombinedlyceumbararumpolysaccharides

(LBP)withtemozolomide(TMZ)onbrainglioma
inrats.Methods:SDrats weredividedinto4
groups:acontrolgroup,amodelgroup,aT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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