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2 SUZHOU UNIVERSITY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 2004;24(5)

云芝糖肤镇痛抗炎作用的实验研究

张玉英‘，龚 珊2，张惠琴2
(苏州大学医学院 1.生理学教研室,2.病原生物学教研室，江苏苏州 215007)

    摘要:以健康成年小鼠建立内脏扭体模型和局部二甲苯致炎模型。探讨云芝搪肚(PSP)对小鼠的急性内脏性

疼痛的镇痛作用，实验用PSP (1 g/kg)给小鼠连续4d灌胃之后，用乙酸溶液对小鼠空腹注射致痛和二甲苯致小鼠

耳肿，测定其痛闭及耳肿值。结果表明，PSP对急性(刺激腹腔、二甲苯致炎)炎症性疼痛有明显的镇痛抗炎作用。

提示 PSP对急性炎症性内脏疼痛有明显的镇痛抗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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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芝糖肤是从云芝(coriolus versicolor)菌丝体

中提取的一种糖肤(polysaccharide peptide, PSP) o

PSP具有明显的免疫调节作用和抗肿瘤作用。临床
使用PSP能够降低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的副作用

和降低疼痛的敏感性〔1,21。我们用急性炎症性疼痛
模型，进一步研究PSP的镇痛消肿作用。

材料

1.1 动物 健康成年小鼠，体重19.012.1 g，雄
性，昆明种。由苏州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2 试剂 PSP由苏州中药研究所提供，批号
940148，为淡褐色粉末，易溶于水，实验时将PSP用

生理盐水配成100 g/L溶液。阿斯匹林由无锡华瑞

制药公司生产，批号910718。二甲苯由江苏昆山金

城试剂厂生产，批号9609210

给药，每天1次，连续4d。末次灌药后1h，用。.796

乙酸0.1 ml/10 g溶液腹腔注射，计算5 min内出现

扭体反应的次数，组间数据作 t检验。结果(见表

1)表明，PSP 1.0 g/kg能明显减少扭体反应次数(P
<0.01).

    表 1 PSP对乙酸引起小鼠扭体次数的影响‘ 1s)

    组别 。 剂量(g/kg) 扭体次数

  PSP组 10        1.0         37士12'

  阿斯匹林组 10       0.2         24士13

  对照组 10                   59121

    ·’与对照组比较，P<0.01

2 方法和结果

2.1  PSP对 乙酸 引起小 鼠扭体反 应的 影响 小 鼠

30只，体重19.311.6 g，雄性。随机分成对照组、
阿斯匹林组(200 mg/kg)和PSP组(1 g/kg)o灌胃

2.2  PSP对二甲笨致小鼠耳肿的影响 小鼠30

只，体重19.2士1.3 g，雄性。随机分3组:对照组、
阿斯匹林组和PSP组，每天灌胃给药1次，连续4

d，末次给药前用千分尺测量右耳厚度作为正常值，

然后灌药，0.5 h后右耳涂20川二甲苯致炎，测定

致炎后0. 5,1,2,3 h右耳厚度，计算各时相耳肿值，
即致炎耳厚度一正常耳厚度，组间数据作t检验。

结果(见表2)表明，PSP 1.0岁kg给药后0.5--3 h
均明显减少二甲苯引起的耳肿(P<0.01)0

表2  PSP对二甲苯致小鼠耳肿的影响‘ 士，)

(pi a(g/kg)
正常耳厚度

  (Mm)

致炎后耳肿值(tam)

0.5 h

  PSP组

阿斯 匹林组

  对 照组

::
  1          230士22

0.2         241士23

41士23' ' 37士24' 27士21 23士 16'’

55士27 50士21'. 42士16 35士 19二

236士19     104土26        110士36 75士25 66士32

“ 与对照组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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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以往的实验结果表明，PSP有肯定的镇痛作

用[3-5)。但当时所采用的大多是皮肤痛的模型。
炎症性疼痛和内脏痛是临床上常见的一大类疼痛。

为了使实验研究更接近临床实际，本实验采用炎症

性内脏疼痛模型，进一步观察PSP对内脏疼痛的镇

痛作用。

    实验采用的小鼠腹腔注射乙酸是模拟急性内脏

和腹腔刺激所致的疼痛(扭体法)，与以往的实验测

痛如温热刺激(热板法)、电刺激(嘶叫法)所引起的

疼痛性质不同。热板法和嘶叫法是时相性疼痛，反

映的是体表痛;而扭体法是紧张性疼痛，反映的是内

脏痛，且疼痛持续时间也长短不一。

    结合以往的实验[3-51，可以认为PSP对不同理

化性质刺激引起的疼痛均有镇痛作用，包括急、慢性

炎症性皮肤痛和内脏痛。

    此外，在本实验中由于PSP能减轻小鼠涂二甲

苯引起的急性炎症性水肿，表明PSP有一定的消肿

抗炎作用。

    近年来，有许多资料表明，不同的测痛方法所涉

及的中枢结构是不同的，常用的甩尾活动是在脊髓

水平整合完成的，而紧张性疼痛的产生主要涉及脑

干以上的脑区，包括间脑(丘脑、下丘脑)和大脑边缘

系统[1)o PSP能激活下丘脑内侧基底部神经元[3]
因此从痛觉调节来说，PSP可能激活包括下丘脑在

内的内源性疼痛系统而发挥镇痛作用。至于是否还

有其他机制的参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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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结果 治疗组平均催醒时间(轻度 0.80士0.18 h，中度

2.24士0.86 h，重度 7.21士3.13 h)比对照组(轻度2.14士

0.91 h，中度 5.76士1.72 h，重度 27.03士6.94 h)明显提前

(均 P<0.01)。对照组有2例死亡，1例死于急性肺水肿，1

例死于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治疗组无 1例死亡。

2 讨论

    镇静催眠药中毒的发病机制是机体在应激状态下，脑内

P-内啡肤释放增加，作用于吗啡受体，引起中枢抑制、呼吸抑

制。P-内啡肤还可抑制前列腺素及儿茶酚胺的心血管效应，

可导致心率减慢，血压下降。纳洛酮是吗啡样受体特异性拮

抗剂阵〕]。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兴奋交感 肾上腺髓质，增

强儿茶酚胺类物质的作用。(2)改善细胞ATP代谢，使细胞

内CAMP增多血乳酸水平降低[[s]. (3)Q,定细胞膜，保护细

胞功能。(4)解除P一内啡肤抑制PGEl对循环与呼吸的兴奋

作用，增加心脏输出量 兴奋心肌，改善呼吸。同时能迅速通

过血脑屏障，竞争性地阻止并取代吗啡样的物质与受体结

合，阻断了吗啡或P一内啡肤的作用，从而发生了强有力的催

醒和解除镇静催眠药对呼吸、循环的抑制作用，使中毒患者

呼吸频率增加、通气量增加、血压升高及心率加快至正常，防

止休克、肺水肿、呼吸抑制的发生，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本研究治疗组 113例患者中的纳络酮应用剂量最大

67.6 mg，最小仅 0.4 mg。在研究中发现，治疗组有 8例患

者在每次静注纳络酮 1.2-2 mg时，肢体及面部肌群出现徐

动，减量后症状缓解。研究中还发现，当纳络酮应用剂量达

1.2 mg/h以上时，患者口唇明显干燥，口腔及呼吸道分泌物

减少，分析其原因可能与纳络酮抑制腺体分泌的作用有关，

有待临床进一步论证。同时还发现纳络酮应用剂量达08

mg/ h以上时，心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快，并有血压升高的改

变，但无1例患者因此而影响继续用药治疗，此点符合纳络

酮的药理作用特点。综合上述研究结果，说明纳络抢救镇静

催眠药急性中毒安全范围大，副作用少，值得在临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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