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缬草抗心律失常活性部位的筛选
段雪云1，2 方颖1 龚占峰1 周颖1 刘焱文1 (1．湖北中医学院“中药资源与中药复方”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武汉430061；2．湖北省中医院)

摘要目的：筛选缬草抗心律失常的活性部位。方法：建立以氯仿诱导心律失常的小鼠模型，分别灌胃给予缬草不同的提

取部位，以小鼠室颤发生率为观察指标。结果：缬草提取物中水液部位和缬草油部位分别在5 g(生药)·Inl“和2．5 g(生药)·

Inl“能显著降低氯仿所致小鼠室颤发生率，且水液部位的90％乙醇洗脱物和水洗脱物能显著降低氟仿所致小鼠室颤发生率

(P<0．05)。结论：缬草提取物中水液部位和缬草油有抗心律失常作用。

关键词 缬草；缬草提取物；室性纤颤；抗心律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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蚰d Compound Prescription，HIIbei CoⅡege of TCM，Wuhan 430061，China；2．Hubei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se Medicine)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aJltiaⅡ量lythmic如cts of extracts of％Ice而帆口啦im凰L．Method：卟e a玎hythmic allimal

models were c肌sed by tricIllommethane．ne gmups were treated re8pectively witIl tlle emacts of仇如矗nm谚诌iM凰L．锄d tlle inci-

dence ratios《vent曲ular fiHUation(VF)was observed．R髂Illt：骝ater-extracts and essential oil《地Ice如船q缸i勉如L．in 5 aIld

2．5 g·lnl-1(c川de dnlg)coIlld markedly decre鹊ed the ratio of VF cauBed by triclllomInelh孤e in mice，t}le 90％alcoh01 eluate锄d

water eluate in wate卜extract c仇dd md汜dly do so．Conclusi蚰：The water．extract and e8sential oil of比如r施加砀钰i，m凰L．are more

dfective on cardiac町hytllmi脑．
KEY WoRDS E)【tmcts of-妣M班i删厶L．；Ventricular仙riUation；Antia盯hythmic

缬草(玩ze砌M班iM地L．)系败酱科缬草属
植物，具有镇静安神、解痉止痛之功效。现代药理研

究表明，缬草提取物具有抗心律失常的活性作

用¨qJ，为了阐释缬草抗心律失常作用的物质基础，

本论文采用超临界cO：萃取法和溶剂法，将缬草分

为不同提取部位，然后以氯仿诱导心律失常的小鼠

模型对抗心律失常活性部位进行筛选，以期确定缬

草抗心律失常的主要活性部位。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昆明种小鼠，体重(25±2)g，雌雄各半，由湖北

省疾病控制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动物许可证号：

SCXK(鄂)2003-2005。

1．2药品与试荆

普萘洛尔(湖北华中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20061003：60mg药片碾成粉末，溶于80ml生理盐

水，摇匀，作为阳性对照品溶液)；氯仿(分析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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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博迪化工有限公司)。

缬草采自湖北恩施，经湖北中医学院鉴定教研

室鉴定为败酱科缬草属植物缬草(valeriana omcina—

lis L．)的根及根茎。

将2kg缬草干药材碾成粉末，过80目筛，超临

界co：萃取得缬草油部位，药渣用70％的乙醇渗漉

提取，提取液浓缩至无醇味，分别用乙酸乙酯、正丁

醇依次萃取，萃取液回收溶剂，减压干燥，得乙酸乙

酯部位、正丁醇部位和水液部位；水液部位继续用

AB—101型大孑L吸附树脂分离纯化，依次分别用水、

30％、50％、70％、90％乙醇洗脱，分别得到不同部位

洗脱物。

将上述缬草油部位、乙酸乙酯部位、正丁醇部位

和水液部位的提取物分别加入0．1IIll吐温和cMC．

Na少许分散，用生理盐水定容至100llll，摇匀，作为

备用液。取各部位的备用液各30ml，分别稀释成59

(生药)·“。1和2．5 g(生药)·IIll一，作为供试品溶

液。

2方法与结果

2．1缬草各部位提取物对氯仿诱发小鼠心室纤颤的

影响m]
将200只小鼠随机分成10组：即生理盐水

(Ns)组、给药组(四个提取部位，分高、低剂量)和

普萘洛尔组。连续3d灌胃给药，每次剂量20IIll·

kg～，第3天给药后30min，将小鼠放入倒扣的用橡

皮泥密闭的500Hll烧杯中，同时将装有吸附2Ⅱd氯

仿(每做完一次补充0．5m1)的棉花的安剖瓶敞口平

躺放人烧杯，使小鼠吸人过量的氯仿，直到呼吸停止

时立即剖胸检查，观察小鼠心室纤颤发生情况。结

果见表1。

表1 缬草不同部位提取物对氯仿诱发

小鼠心室纤颤的影响

药物 (g生翳-1) 鼠数 室蓊豢生
NS

普萘洛尔

水液部位

正丁醇部位

乙酸乙脂部位

油部位

组。依照“2．1”项下方法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见表
2。

表2缬草水液部位不同洗脱物

对氯仿诱发小鼠心室纤颤的影响

药物 (。生翳_1)鼠数 室蓊豢生
NS

普萘洛尔

水洗部位

30％醇洗部位

50％醇洗部位

70％醇洗部位

90％醇洗部位

20“·kg一1

20lⅡl·kg一1

5

2．5

5

2．5

5

2．5

5

2．5

5

2．5

汪：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尸<O．05。～P<O．01

实验表明，缬草提取物中缬草油和水液部位以

及水液中90％醇洗部位与阴性对照组相比有显著

性差异(P<O．05，P<0．01)，但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缬草提取物中缬草油和水液

部位对氯仿诱发小鼠心室纤颤有一定的拮抗作用。

3讨论

氯仿诱导的小鼠室颤可能与植物神经及递质的

释放或肾上腺髓质分泌肾上腺素，激活B受体，以

及对心肌的直接作用有关。氯仿、乌头碱诱发的心

律失常是筛选抗心律失常药的常用动物模型[5’6]，

本实验室乌头碱研究结果已另文发表，缬草提取物

对这两种动物模型均有一定的拮抗作用，与文献报

道的基本一致。本实验以缬草各不同提取物进行了

药理筛选，结果表明缬草提取物中缬草油和水液部

位有较明显的抗心律失常作用，其他部位也有不同

程度的抗心律失常作用；而在水液部位各洗脱物中

水洗物和90％醇洗部位有较明显的抗心律失常作

用，其他醇洗部位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作用。因此

进一步验证了缬草提取物中抗心律失常作用的有效

部位为缬草油和水液部位。实验结果提示缬草抗心

律失常作用机制可能为影响心肌细胞的钠、钾通道

离子流，延长动作电位和有效不应期等；其有效部位

不是单一的部位，说明其有效成分并非唯一，抗心律

失常机制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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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脾止泻颗粒抗腹泻的机制研究

郭健1 李国彰1 赵淑英1 席时芳1 杨燕2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100029；2．北京儿童医院)

摘要目的：观察运脾止泻颗粒抗腹泻的作用机制。方法：大鼠随机分为3组，空白对照组(蒸馏水)，大黄造模组，药物

组。造模组和药物组给予大黄水煎剂灌胃，5d后分别再以蒸馏水和运脾止泻颗粒灌胃6d，观察D．木糖、胃蛋白酶、胃动素、血

管活性肠肽以及小肠微绒毛的变化。结果：造模之后，胃蛋白酶和D．木糖降低、胃动素和血管活性肠肤均升高，小肠微绒毛

破损。给药之后，上述指标恢复正常，小肠微绒毛明显修复。结论：运脾止泻颗粒通过促进胃蛋白酶的消化、小肠吸收、胃肠

运动以及小肠粘膜的分泌而抑制腹泻，并且具有明显的保护小肠微绒毛作用。

关键词腹泄；运脾止泻颗粒；大鼠

中图分类号：R28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JD49x(2009)07旬844m3

MechaIlism of Antidiarrheal of Yunpi Zlli】|【ie GranllIes

Guo Ji锄，h Guozh肌g，Zhao Shuyillg，)【i Shi钿19(Beijing UrIivers时of 1℃M，BeijiIlg 100029，CIli眦)；Y孤g Yan(Beijing Children

Hospital)

ABSTI氓CT Objedive：T0 observe the mechanjsm 0f肌tidi瑚Ieal 0f”npi zlli】【ie鲈龃ules．Method：Rats were删moIIlly di、，ided

into tIlree groups：blarlk comrol gmup(distilled water)，model铲oup(Rhubarb)蚰d dmg gmup(yunpi zhixie伊蛐ules)．The rats in

model锄d dmg gmup were adminis仃ated w汕Rhub曲throug}l perfhsion of stomach for five days．In consequem si】【days，distiued wa-

ter w鹊administrated to model group，while yunpi zhixie gmnIlles w酗枷nis协lted to dmg gmup．The changes of tIIe pepsin、D—Xy—

lose，motility、v咖active int酷tinal peptide and lllicro、riⅡi were obBerved．R髂IIlt：After the rats were treated with Rhubarb，the level of

t|Ie D—XyloBe蚰d pepsin were dec陀a∞d，motility锄d v鹕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were increased，lIlicro“ni was distIlrb∞Verely．

While tlle level of D—Xylose粕d pepsin，motilin and v舶oactive imestinal peptide retIlmed to nonIlal after smootIIing spleen t0 stop diar·

rhea铲龃ules w鹬adlnimstrated．The micm、，iⅡi were repaired almost compared to contml group．ConcIusion：The antidi袖eal mecha-

nism of yunpi zIli】【ie铲anules is mrough promoting digestion、absorption、motilin明d secretion 0f stomach or smaU intestirle．

KEY WoImS Di明_heal；Yunpi zhi】【ie印mllles；Rat

运脾止泻颗粒是北京儿童医院老中医王鹏飞教授治疗

小儿泄泻的经验方，采用健脾温中止泻法治疗小儿脾虚泻，

经多年临床应用，疗效显著⋯。通过大鼠实验观察，发现运

脾止泻颗粒具有明显抗腹泻作用BJ，为进一步研究该药抗腹

泻的作用机制，我们从吸收、消化、胃肠运动和微绒毛的变化

等方面对运脾止泻颗粒抗腹泻作用机制进行研究。

1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Wistar大鼠30只，雌雄各半，(300±20)g，由北京大学

医学部实验动物科学部提供。动物合格证编号：scxK(京)

2002积)01。

1．2药品和试剂

1．2．1 药品运脾止泻颗粒，北京儿童医院中医脾胃中心，

内部制剂。儿童体重以20kg计算，其剂量为O．159·lnl一·

kg一。每只大鼠灌胃0．6Inl，bid。大黄：浸泡后，水煎，浓缩，

浓度为1mg·rIll一。

1．2．2 试剂 氯仿麻醉，RIPA裂解液：50 mM阿s-Hcl

(pH 7．4)，150Ⅱ蚰01．L。1氯化钠溶液，l％NP40，0．1％

SDS。D一木糖测试盒，胃蛋白酶测试盒。化学比色法，南京

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胃动素放免测试盒，血管活性肠肽放

免测试盒，购于北京科美东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仪器

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Ph锄acia，美国；Polytron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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