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药理学通报 Chinese Pharmacological Bulletin 2008 Aug；24(8)：1073—7 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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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体外培育牛黄(calculus bovis sativus，CBS) 

镇痛作用的电生理机制。方法 在蟾蜍坐骨神经干和培养 

大鼠三叉神经节(TRG)细胞上，分别记录复合动作电位和电 

压依赖性钠通道电流。结果 CBS(>0．4 g·L )可以抑 

制复合神经动作电位，4 g·L CBS对其抑制率为(42．5± 

17．6)％。CBS(0．2—20 mg·L )可以剂量依赖性的抑制 

大鼠TRG细胞电压依赖性总钠通道电流(IN．-T)和 rITI1x不 

敏感型钠通道电流(1Na-TTX—r)，20 mg·L CBS对 IN~-T和 

IN+ -rITI1x—r的抑 制 率 分 别 为 (55．8±7．8)％ 和 (39．3± 

5．7)％。结论 CBS对钠电流的阻滞作用可能是其镇痛作 

用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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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黄是名贵中药，《本草纲目》记载：其“清心解 

毒、凉肝息风”，主治惊厥抽搐、癫痫发狂、咽喉肿痛 

等症。以牛黄为主要成分的牛黄千金散、牛黄解毒 

丸等经典中成药主要用于解热、镇痛，具有良好的临 

床疗效。已证实，牛黄及培植牛黄均能明显降低醋 

酸所致的小鼠疼痛反应⋯。关于牛黄镇痛的作用 

机制，除与抗炎止痛有关外 ]，推测也可能涉及对 

痛觉信息传人的直接干预作用H』。天然牛黄药源 

匮乏、价格昂贵。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自1972年 

陆续批准了3个牛黄代用品：人工牛黄、培植牛黄、 

体外培育牛黄。体外培育牛黄(calculus bovis sati— 

VUS，CBS；曾译名 in vitro cultivated calculus bovis，IC— 

CB)是模拟体内胆结石形成的原理和生化过程，在 

体外牛胆汁内培育的牛胆红素钙结石，其性状、结 

构、成分、含量、药效及疗效等与天然牛黄一致 。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20010075，已收载入 2005年药 

典(一部)。 

实验以CBS为对象，以蟾蜍坐骨神经干和三叉 

神经节细胞为标本，观察 CBS对复合动作电位及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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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依赖性总钠通道电流(INa-T)和qTX不敏感型钠 

通道电流(INa-1TI'x—r)的影响，探讨牛黄镇痛作用的 

电生理机制，以证实其阻滞痛觉信息传导的推测。 

1 材料与方法 ～ 

1．1 试剂与药品 细胞培养液 DMEM／F12为 

Gibco公司产品，配置细胞内外液所用试剂为国产 

分析纯或 Sigma公司产品，利多卡因由上海晶晖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CBS由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牛黄研究室蔡红娇教授馈赠。 

CBS 40 mg溶于 1 ml溶剂(0．8 ml DMSO与0．2 ml 

Tween一80)中，震荡混匀后用任氏液稀释为0．4～4 g 
· L～，用细胞外液稀释为0．2～20 mg·L 备用。 

1．2 溶液 记录 INa~T的细胞外液成分(mmol· 

L )：NaC1 140、KC1 5、CaC1，2、MgC1，1、HEPES 10、 

D—Glucose 10、4一AP 1．用 NaOH调节 pH=7．4；记录 

INa-1TI1x—r的细胞外液成分：在上述细胞外液中加入 

1TI'x使其终浓度为 1 p~mol·L～。记录两种通道的 

细胞内液成分 (mmol·L )：CsC1 130、NaC1 10、 

CaC1，1、MgC1，1、EGTA 5、HEPES 10、Tris—ATP 5，用 

CsOH调节 pH：7．3。 

1．3 蟾蜍坐骨神经干标本制备及复合动作电位记 

录 按常规方法分离蟾蜍双后肢坐骨神经干约 10 

cm，置于任氏液中稳定 30 min。实验分 3组，分别 

为溶剂对照组、4 mg·L 利多卡因对照组和0．4～ 

4 g·L‘。体外培育牛黄组。给予标本幅度为 1 V、波 

宽为5 ms的单刺激方波。用微量加样器吸取药物 

滴加于刺激电极和引导电极的神经干中端，加药后 

每 10 min记录一次，观察药物对坐骨神经干复合动 

作电位的影响。 

1．4 全细胞膜片钳记录 按文献 的方法分离和 

培养细胞，选择直径为 15～30 m的神经元进行电 

流记录。玻璃微电极分两步拉制，电极阻抗 2～3 

Mn。采样频率及滤波频率分别为10 kHz和2 kHz。 

补偿瞬时和缓慢电容电流以及串联电阻，串联电阻 

补偿 ≥ 90％。破 膜 后 细 胞 保 持 钳 制 电 压 为 
一 80 mV，施一组去极化脉冲从 一80 mV到 +50 

mV，阶越为 10 mV，脉冲宽度为 50 ms的电压方波 

诱发钠电流。电流幅值定义为 ，N 的最大内向电流。 

1．5 数据统计 实验数据用 ±s表示，采用配对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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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P<0．01 bef0re t~atment 

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用 Sigma Plot 8．0软件进行曲 

线拟和及相关参数的计算。药物的抑制百分率通过 

公式：(，对照一，药物)／，对照来计算。 

2 结果 

2．1 CBS对复合动作电位的影响 0．4 g·L 

CBS能轻度抑制蟾蜍坐骨神经干复合动作电位的幅 

度，30 rain时使动作电位由给药前的(2．68±0．26) 

mV下降为给药后的(2．55±0．29)mV，抑制率为 

(5．0±2．4)％ (n=7，P>0．05)。4 g·L CBS可 

时间依赖性地明显抑制动作电位(Fig 1)，给药后 

1O、2O和 30 rain时，对动作电位的抑制率分别为 

(21．3±10．3)％、(36．8±14．2)％、(42．5± 

17．6)％(n=8，P<0．O1)，用任氏液冲洗 1O～2O 

rain可使动作电位部分恢复。同样条件下，给予 4 

嘴 ·L 利多卡因 1O、2O和 30 rain时，动作电位分 

别下降(26．8±14．9)％、(48．0±19．1)％和(60．7 

±14．2)％(n=6，P<0．05)。溶剂对照组对动作电 

位无影响。结果见 Tab 1。 

／＼／ ，．一-／＼ ～ ＼／一 ／／一 
0rain 10rain 20min 30rain 

Hg 1 4 g·L calc~m bovis~fivus(CBS)d~reased the action 

p0tential ampUtude of~iafic nerve trunk of t0日ds in time- 

de~ ndent眦 nI蛇r 

2．2 CBS对 TRG细胞 INa-T的影响 破膜 5 rain 

后电流稳定，开始给药并记录钠通道电流。给药前 

的总钠通道电流幅值为(12．1±0．5)nA，给予 DM． 

SO与 Tween80的混合溶剂后为(12．1±0．6)nA(n 
= 5，P>0．05)，表明溶剂对于 TRG细胞 INa-T无明 

显影响。CBS能够剂量依赖性的抑制 TRG细胞总 

钠电流幅值，0．2、2、20 mg·L CBS可使神经元钠 

电流幅值分别减少(25．9±5．7)％、(45．0±7．6)％ 

和(55．8±7．8)％ (n=6，P<0．O1)。女ⅡFig 2A所 

示，2O mg·L CBS使， 由给药前的 11．0 nA减少 

至给药后的5．4 nA，但冲洗后电流未见明显恢复， 

提示药物作用难以逆转。以Fig 2A中的， 幅值对 

应各测试电位作图，得 ， 。I．U曲线(Fig 2B)。各测 

试电压下，CBS使 IN．-T幅值减小，给药前后最大激 

活电位及激活阈值电位无改变。根据所记录到的 

， 用 Boltzmann函数拟合：给药前 V1／2=(一19．0 

±10．6)mV， =4．3±1．7，给予 2O mg·L一 CBS后 

V1／2=((24．5±10．3)mV， =4．9±2．5(n=6，P> 

0．05)，表明2O mg·L CBS对INa-T的激活动力学 

无明显影响(Fig 2C)。 

2．3 CBS对 TRG细胞 INa'TTX-r的影响 给药 

前 IN．-TrX．r幅值为(10．2±0．2)nA，给予溶剂对照 

后为(9．9±0．4)nA(n=5，P>0．05)，表明溶剂对 

TRG细胞 INa-1TEX．r无明显影响。CBS可剂量依赖 

性的抑制 TRG细胞 INa-TI1X．r幅值，0．2、2、20 mg· 

L CBS可使 TRG细胞 IN．-11 ．r幅值分别减少 

(8．1±2．0)％ 、(28±5．2)％和(39．3±5．7)％(n= 

6，P<0．O1)。如 Fig 3 A所示，20 mg·L CBS使 

IN
．

-TrX．r幅值由给药前的 12．4 nA减少至给药后的 

7．0 nA，冲洗后电流同样未见明显恢复。以此作图， 

得INa-1TEX—r给药前后的I—U曲线(Fig 3B)。可见在 

各测试电压下体外培育牛黄可使 IN．-TrX．r幅值减 

小，对I．U曲线的形状无明显影响。比较给药前后 

电流的激活曲线发现：给药前 V = (24．1±0．2) 

mV， =1．6±0．1，给予 20 mg·L CBS后 Vl／2= 

(一23．0±1．4)mV， =1．6±0．2(n=6，P>0．05)， 

表明2O mg·L CBS对TRG细胞 IN．-1]=1x．r的激活 

时间过程无影响(Fig 3C)。 

3 讨论 

伤害性感受器兴奋后，激活传导痛觉信息的神 

经纤维产生动作电位，经过脊髓，在中枢加工处理后 

引起疼痛感受。实验发现体外培育牛黄可以时间依 

赖性的抑制神经干动作电位，阻止动作电位冲动的 

传导，防止或减少从损伤部位来的神经冲动传入中 

枢，发挥其镇痛作用。 

疼痛的传导通路起始于背根神经节(DRG)、三 

叉神经节等初级感觉神经元，电压门控性钠通道是 

神经元产生动作电位的生理基础。已有的研究认为 

钠通道活性与感觉神经元兴奋性增高所致的疼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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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Effects ofCBS onthetotal sodium (1Na—T)currentsinTRG neurons 

A：A representative voltage—clamp experiment showed that CBS concentration—dependently decreased the[N~-T currents significantly．B：Current- 

voltage(I-U)relation of， T finderdifferent concentration．C：Conductance—voltage(G-U)relation ofthe sanle neuron showed no significant change af- 

ter 20 mg·L～ CBS．Control：Vl／2= 一25．9 mV，k=3．8；20 mg·L～ CBS：Vl／2= 一24．5 mV，k：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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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Effects ofCBS on J№一Trx—r currents in TRG neurons 

A：A representative voltage—clamp experiment showed that CBS concentration—dependently decreased the[Na-1TI1x—r currents．B：Current-voltage(I— 

U)relation of INSt"1TI1x-r current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C：Conductance—voltage(G—U)relation of the sanle neuron showed no significant change 

after 20 mg·L～ CBS．Control：Vl／2= 一24．2 mV，k= 1．7；20 mg·L～ CBS：Vl／2= 一21．4 mV，k=1．8 

关 。目前临床广泛使用的镇痛药物也多为钠通 

道阻断剂。实验中发现不同浓度的体外培育牛黄均 

明显抑制了TRG细胞膜上电压门控性总钠通道，并 

呈浓度依赖性。提示其通过钠通道的阻断作用，降 

低感觉神经元的兴奋性，抑制神经兴奋的发生、传 

导，达到镇痛的作用。 

电压门控性钠通道根据对 rIfI1)(的敏感性可以 

分为rIfI1)(一S和rIfI1)(一r两种类型。其中rIfI1)(一r钠通道 

有 SNS／PN3和 NaN／SNS2两种表达。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研究提示，rIfI1)(一r钠通道在疼痛的发生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IfI1)(一r钠通道主要分布于与伤 

害感受相关的感觉神经元 ，表现出与疼痛相关的 

生物物理学性质 ，如活化阈值高，可以由失活态 

迅速复原，失活速率较慢等。在 rIfI1)(一r钠通道的转 

录与表达的研究中，也表明 rIfI1)(一r钠通道在疼痛发 

生机制中起作用。对人类疼痛状态下的 SNS／PN3 

和 NaN／SNS2的研究发现外周神经损伤后，神经损 

伤位点出现了 rIfI1)(一r钠通道表达增高Ll “J。在神 

经病性疼痛模型中，应用药物选择性降低rIfI1)(一r钠通 

道的表达、减少 rIfI1)(一r钠电流，可逆转脊神经损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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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神经病性疼痛  ̈。因此我们进一步研究了体 

外培育牛黄对于1_I’x．r钠通道电流的作用，发现其 

可以剂量依赖性的抑制 1_I’x．r钠通道电流，直接干 

预痛觉信息中枢传人的过程，进一步证明了牛黄发 

挥镇痛作用的电生理机制。在角叉菜胶引起的炎症 

痛动物模型的研究中发现，在 DRG内与注射角叉菜 

胶区域相关的神经元中，ot—SNS mRNA的表达出现 

明显升高，而且通过膜片钳技术记录发现在投射至 

炎症肢体的小直径 DRG神经元中 1_I’x—r钠电流明 

显大于对侧  ̈。表明1_I’x．r钠通道在炎症慢性痛 

的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提示牛黄对 1_I’x—r钠通道 

的阻滞参与其抗炎止痛效应的产生。 

根据实验结果，可以认为体外培育牛黄对于 

1_I’x敏感性钠电流也有抑制作用。虽然 1_I’x—s钠通 

道与1_I’x．r钠通道相比，后者与疼痛的关系更为密 

切。但低剂量 1_I’x椎管内给药能有效增加神经源 

性痛阈，缓解其异常痛行为  ̈，说明Trx．s钠通道 

对神经源性异常疼痛的产生和传导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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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ectr0physi0l0gieal mechanism of relieving pain of calculus bovis sativus 

ZHANG Shao—hui ，ZHANG Yan．1in ，WANG Wen．quan，CAO Xue．hong ，ZHAO Li．bo ，WANG Jia．1ing 

(1．Dept ofPharmocology，Institute ofBasic Medical Sciences，Tong~i Medical College，2．Dept ofOral Medical ofStomatology， 

ron~i Hospital，Huazhong Univers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30，China) 

Abstract：Aim To investigate the electrophysiologi— 

cal mechanism of relieving pain of calculus bovis sati— 

VUS(CBS)．Methods The action potential and the 

currents of vohage--dependent sodium channel were re-- 

spectively recorded with RM6240BD polygraph and 

PC2C resistor—feedback amplifier．Results CBS(> 

0．4 g·L )decreased the action potential on sciatic 

nerve trunk of toads，4 g ·L～ CBS inhibited the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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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生育酚对乙醇引发的肝脏氧化应激的影响 
汪求真，马爱国，张超英，张秀珍 

(青岛大学医学院医学营养研究所，山东青岛 26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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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 d— 一生育酚对乙醇诱发的小鼠肝脏氧化应 

激的影响并探讨其机制。方法 昆明种小鼠每天给予 2．4 g 

·  bw乙醇后 ，再给予 3个不同剂量的 d— ．生育酚(25、 

50、100 nag·kg～bw·d )，同时设正常对照组和乙醇对照 

组(乙醇2．4 g·kg～bw·d )，连续灌胃60 d后 ，测定肝脏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 

Na ，K 一ATP酶 (Na ，K 一ATPase)、ca“ ，Mgz 一ATP酶 

(ca2 ，Mg“．ATPase)、谷胱甘肽一s转移酶(GST)活力及丙 

二醛(MDA)的含量。结果 小鼠摄入乙醇 60 d后，肝脏氧 

化应激水平明显增高。除 ca“，Mg2 一ATPase以外，其余各 

项指标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显著性 (P<0．05)。50 

mg·kg～bw·d～d．Ot一生育酚干预后，与乙醇对照组相比， 

GSH—Px、SOD、GST、Na ，K+_ATPase活力明显升高，MDA含 

量显著下降。其中，GSH—Px、Na ，K ATPase、MDA等 3个 

指标在 25 mg·kg～bw·d～d—Ot一生育酚干预时亦出现同样 

的变化。结论 适宜剂量的 d—Ot一生育酚可以通过直接抑制 

脂质过氧化对乙醇诱发的肝脏氧化应激起保护作用。 

关键词：乙醇；d—Ot一生育酚；氧化应激；抗氧化酶；脂质过氧化 

长期过量饮酒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要的公 

共卫生问题。一般情况下，摄人的乙醇主要经肝脏 

的乙醇脱氢酶系统进行代谢，但长期过量饮酒可诱 

导细胞色素P450成为乙醇代谢的主要酶系，这会导 

致大量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生成， 

由此造成的氧化损伤是慢性酒精中毒性肝病发生的 

重要机制之一 。维生素 E(Vit E)是机体内重要 

收稿13期：2008—01—25。修回13期：2008—05—20 

基金项目：山东省卫生厅青年基金资助课题(No QWO1 1) 

作者简介：汪求真(1971一)，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维生素营养 

与健康。Tel：0553-82991503，E-mail：Kevin一1971@126．corn 

的非酶抗氧化分子，可以通过捕获氧 自由基从而避 

免脂质过氧化及阻断自由基链式反应等多种途径抵 

御 ROS等活性自由基对机体的氧化攻击。已有研 

究报道 Vit E可提高细胞免疫功能 J，对肿瘤、神经 

退行眭疾病等起预防、治疗作用，但也有体外研究报 

道大剂量 Vit E有促氧化作用 J。根据色原烷醇环 

上甲基的数量和位置的不同，Vit E分为 一生育酚、 

B一生育酚等 8种异构体，其中 一生育酚在 自然界分 

布最广且生物活性最高。本研究选用植物油中提取 

的天然 Vit E_2R，4 R，8 R一 一生育酚(d一 一生育酚， 

d-2一tocopherol，TOC)，观察 3个不同水平干预对长 

期摄人乙醇诱发的肝脏氧化应激的影响，为安全、有 

效使用 d一 一生育酚防治酒精中毒性疾病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d一 一生育酚(d一 一tocophero1) 植物油中提 

取，每 g含 670 mg d-or一生育酚，由Sigma公司提供。 

1．1．2 实验动物 纯种昆明小鼠，体重 26～30 g， 

早6各半，由青岛市实验动物和动物试验中心提供， 

SPF级，合格证号：SCXK(鲁)20030010。 

1、2 方法 

1．2．1 动物分组 将动物随机分为 5组，每组 9 

只。① 正常对照组(NC)：蒸馏水灌胃；② 乙醇对 

照组(EC)：2．4 g·kg～bw·d (30％(v／v)乙醇， 

1．0 ml·100 g～bw；③ d—Ot一生育酚组(TOC 1)：2．4 

g·kg～bw·d 乙醇灌胃0．5 h后，再给予25 mg· 

kg～bw·d～d一 一生育酚；④ d一 一生育酚2组(TOC 

2)：2．4 g·kg～bw·d 乙醇灌胃0．5 h后，再给予 

50 mg·kg～bw·d～d一 一生育酚；⑤ d一 一生育酚3 

组(TOC 3)：2．4 g·kg～bw·d 乙醇灌胃0．5 h 

后，再给予 100 mg·kg～bw·d～d一 一生育酚。各 

plitude of action potential by(42．5±17．6)％．Fur— 

thermore，CBS(0．2～20 mg·L )could concentra． 

tion—dependently inhibit INa -T and IN．-Trx—r of cu1． 

tured adult rat trigeminal ganglion neurons，and 20 mg 

· L CBS inhibited INa-T and INa-1]=’)(一r by(55．8± 

7．8)％ and(39．3±5．7)％．Conclusion The in— 

hibitory effect of CBS on the sodium current might con— 

tribute to its function of relieving pain． 

Key words：calculus boris sativus；patch clamp；SO— 

dium channel；trigeminal gang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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