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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安宫牛黄丸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
脑出血后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
信使核糖核酸表达的影响
刘远新 刘婷 杨晓燕 李卉

张云桥 李惠武 刘佳

孟新玲 姜涛 刘丰 王小鲁

【摘要】 目的 观察安宫牛黄丸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脑出血后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信使核糖核酸
（eNOSm RNA）表达的影响，探讨其保护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自体血制作大鼠脑出血模型，将 120 只
自发性高血压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模型组、西药治疗组、安宫牛黄丸组、中西药结合组。应用 RT-PCR
法测定用药后 eNOSmRNA 表达的变化。结果 中西结合组 eNOSmRNA 表达明显增高（P＜0.01），安
宫牛黄组、西药治疗组 eNOSmRNA 表达明显高于模型组（P＜0.01），安宫牛黄丸组与西药治疗组间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安宫牛黄丸对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脑出血后的治疗作用可能与
eNOS 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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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Angong-niuhuang pill on expression of eNOSmRNA in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LIU Yuan-xin*, LIU Ting, YANG Xiao-yan, LI Hui,
*
ZHANG Yun-qiao, LI Hui-wu, LIU Jia, MENG Xin-ling, JIANG Tao, LIU Feng, WANG Xiao-lu. Affili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 830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Angong-niuhuang pill on expression of eNOSmRNA in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nd to explore it’s protective mechanism.
Methods 120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model group, western
medicine treated group. Angong-niuhuang pill treated group,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stern
medicine group, expression of eNOSmRNA in rat brain tissue was detected by RT-PCR. Results Expression of
BCL-2mRNA in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stern medicin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er than
other goups(P＜0.01),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BCL-2mRNA in western medicine
treated group and Angong-niuhuang pill treated group was markedly increased (P＜0.01),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ngong-niuhuang pill treated group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ed group were not obvious (P＞0.05).
Conclusion Protective effect of Angong-niuhuang pill on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after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is related to the the inducement of eNOS expression.
【Key words】 Angong-niuhuang Pills；Intracerebral hemorrhage；eNOSmRNA

脑血管疾病、肿瘤、心脏病成为人类的三大
死因，具有高致死率、致残率的特点

［ 1-4 ］

。在脑

出血中，又以高血压性脑出血最常见，高血压性
脑出血是自发、非外伤性脑实质内出血，常发展
为危急重症。高血压性脑出血由于其较高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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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不良预后，无论是内科还是外科治疗，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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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血压大鼠脑出血后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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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糖核酸（eNOSmRNA）的影响，探讨其在急性

属医院动物实验中心（姜涛）

脑出血治疗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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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用安宫牛黄丸 0.25 g/kg（将 1.134 g 安宫牛黄丸

材料与方法
材料：健康的 SHR 大鼠 120 只（购自北京维

溶入 54 ml 生理盐水中）灌胃；安宫牛黄丸组给予

通利华动物实验有限公司），体重为 250～300 g。

安宫牛黄丸 0.25 g/kg 灌胃治疗。
各组均连续灌胃 3 d，

安宫牛黄丸（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

1 次/d，于第 4 天清晨处死动物。

药厂），20%甘露醇、速尿注射液、胞磷胆碱钠注

1.4

射液（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大鼠脑立体

标准对大鼠神经功能进行评分。0 分：无神经系统

定向仪（美国-ASI 仪器公司），RNA 提取试剂 Trizol

损伤症状，活动正常；l 分：提尾时，不能完全伸

（购自美国 Invitrogen 公司）
；逆转录试剂盒（购自

展对侧前肢；2 分：行走时身体向手术对侧转圈；

美国 Promega 公司）
；PCR 即用试剂盒（购自上海

3 分：向手术对侧倾倒；4 分：不能自发行走，意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氯仿、异丙醇、无水乙醇（购

识丧失。3 分以上视为模型制作成功。各组大鼠于

自美国 SIGMA 公司）
；耗材等购自 Axgen 公司。

造模前，造模后 6、24、48、72 h 进行行为学评分。

1.2

模型制作：参照文献［5］方法，采用自体动

1.5

神经行为学评分：参照 Longa

［ 7］

行为学评分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过程（RT-PCR）：①RNA

脉血法建立大鼠脑出血模型。大鼠适应性喂养 1

的提取与逆转录：液氮中保存的脑出血旁组织取

周后，用氯胺酮、阿托品、安定按 1∶1∶1 稀释

100 mg，按说明书 Trizol 方法提取 RNA。取 RNA

至 10 ml，按体重 0.75 ml/100 g 腹腔注射，麻醉后

样品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 260 nm、280 nm 的吸收

将大鼠俯卧置于脑立体定位仪上，大鼠右侧腹股

度。在波长 260 nm 下，10D 值的光密度等于单链

沟备皮，纵行切口，暴露并分离股动脉，用微量

RNA 浓度为 40 μg/ml，用此计算 RNA 的浓度。

进样器穿刺股动脉抽取 50 μl 动脉血后缝合切口。

通过计算在 260 nm、280 nm 的紫外吸收比值

将大鼠固定于立体定向仪，切开额顶部中线皮肤，

（A260 nm/A280 nm）估计核酸纯度。RNA 样品中

暴露颅骨，参照脑立体定向图谱（见文献［6］
）
，注

A260 nm/A280 nm 值应大于 1.8。
稀释的总 RNA 标本 1 μl

射部位定位于前囟前 1 mm、中线右侧旁开 3 mm、

（1 μg/μl）加 oligo（dT）引物 1 μl、双蒸水 9 μl，

颅骨外表面下 6 mm 处（尾壳核部位），先用牙钻

混匀后置于 72℃温箱中 10 min，取出后置于冰上，

开直径约 1.5 mm 骨窗，再以含 50 μl 动脉血微量

依次加入 Mgcl2 4 μl、dNTP 2 μl、10 倍反应缓冲液

进样器垂直刺至注射部位，缓慢注入脑内，停针 5 min

2 μl、RNA 酶抑制剂 0.5 μl、逆转录酶 0.5 μl（5 U）
，

后缓慢退针至硬脑膜下 3 mm 处，再次停针 5 min

混匀后置于42℃温箱中1 h，
在95℃条件下反应5 min，

后完全退出颅外，医用骨蜡封闭骨窗，缝皮消毒。

取出后置于冰上，加 80 μl 双蒸水，得到 100 μl

神经行为学评分＞3 分视为模型制作成功。

逆转录产物。②扩增目的基因产物 eNOS 的引物

分组与给药：将 120 只自发性高血压大鼠按

系列，见表 1。③最佳 PCR 条件，见表 2。④凝胶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模型组、西药治疗组、安宫牛

图像半定量分析：取 5 μl PCR 产物在琼脂糖胶上

黄丸组、中西药结合组各 30 只，造模后 6 h 内模

进行电泳，凝胶成像系统下观察扩增条带情况并

型组给予 0.9%生理盐水 12 ml/kg 灌胃；西药治疗

扫描拍照，β-actin 是一种管家基因，在脑组织中

组给予 20%甘露醇注射液 10 ml/kg、速尿注射液

恒定表达，作为内参照进行半定量分析，获取各

1.5 mg/kg、胞二磷胆碱静脉注射 20 mg/kg 尾静脉

扩增条带的光密度比值，分别计算目的基因 eNOS

注射；中西药结合组在西药治疗组治疗的基础上，

对β-actin 的光密度比值，进行半定量分析。

1.3

表1
名称
eNOS
β-actin

扩增目的基因产物 eNOS 的引物系列

上游序列
5’-CCGATTACACGACATTGAGA-3’
5’-GTAAAGACCTCTATGCCAACA-3’

下游序列
5’-ACATCACCGCAGACAAACA-3’
5’-GGACTCATCGTACTCCTGCT-3’

扩增片段长度
270 bp
227 bp

·109·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1年2月第33卷第2期 Int J Trad Chin Med, February 2011, Vol. 33, No.2

表2

实验筛选出的最佳 PCR 条件

名称

预变性

变性

退火

后延伸

循环数

eNOS
β-actin

95℃ 5 min
95℃ 5 min

94℃ 30 s
94℃ 30 s

60℃ 30 s
62℃ 30 s

72℃ 30 s
72℃ 30 s

35cycles
35cycles

表4

各组大鼠 longa 行为学评分比较( x ± s )

组别

鼠数（只）

术前

术后 6 h

术后 24 h

术后 48 h

中西药结合组
西药治疗组
安宫牛黄丸组
模型组

30
30
30
30

0
0
0
0

3.3±0.41
3.2±0.46
3.2±0.12
3.3±0.43

2.1±0.15
2.3±0.18
2.3±0.13
2.8±0.11

1.1±0.1abc
1.5±0.08a
1.6±0.13a
2.3±0.16

术后 72 h
0.8±0.07abc
1.3±0.08a
1.3±0.14a
2.0±0.13

注：每组每个时间点取 5 只大鼠.，与模型组比较，aP＜0.05；与安宫牛黄丸组比较，bP＜0.05；与西药治疗组比较，cP＜0.05

1.6

表3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分析。计数治疗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
用( x

± s )表示，多组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方差齐时），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i 检验，
若方差不齐则采用非参数检验。

组别

鼠数

存活

死亡

存活率（%）

中西药结合组
西药治疗组
安宫牛黄丸组
模型组

30
30
30
30

24
21
19
15

6
9
11
15

80.00
70.00
63.33
50.00

表5

2
2.1

各组大鼠 eNOSmRNA 的表达比较( x ± s )

组别

结果
各组大鼠存活率比较：与模型组比较，中西

药组、西药治疗组、安宫牛黄丸组大鼠存活率高，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

2.2 各组大鼠神经行为学评分比较：①术前（χ ＝0，

各组大鼠存活率比较（只）

鼠数（只）

eNOSmRNA/β-actin

24
21
19
15

1.194±0.115ab
0.956±0.18a
0.895±0.179a
0.605±0.264

中西药结合组
西药治疗组
安宫牛黄丸组
模型组

注：与模型组比较，aP＜0.05；与安宫牛黄丸组比较，bP＜0.05；
与西药治疗组比较，bP＜0.05

P＝1.00）、术后 6 h（F＝0.195，P＝0.898）（各
组之间行为学评分无差异。②术后 24 h，与模型

M

1

2

3

4

M

1

2

3

4

A

组比较，其他三治疗组评分降低（F＝25.705，P＜
0.01）。③术后 48 及 72 h中西药结合组与西药治

500bp

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中西药结合

300bp
200bp
100bp

组与安宫牛黄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安宫牛黄丸组与西药治疗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1.00），见表 4。
2.3

各组大鼠eNOSmRNA表达比较：三个治疗组

B

大鼠脑组织eNOSmRNA表达较模型组表达增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4.147，P＜0.01），中
西药治疗组、西药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4.300，P＜0.01），中西药治疗组、安宫牛黄丸组

500bp
300bp
200bp
100bp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696，P＜0.01）安宫
牛黄丸组与西药治疗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图 1 样本及相应内参基因扩增产物的凝胶电泳图 A：eNOSmRNA

（Z＝－0.961，P＞0.05）。见表 5、图 1。

M：mark；1：西药组；2：模型组；3：中西结合组；4：中药组

的凝胶电泳图（270bp）B：相应样本内参β-actin 的凝胶电泳图（227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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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的神经功能。当然，由于人类与动物脑出血后

讨论
安宫牛黄丸源自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主

在病理、生理方面存在差异，安宫牛黄丸对人类

要由牛黄、犀角、黄连、黄芩、生栀子、朱砂、

脑出血后 eNOSmRNA 表达的影响，尚有待进一

珍珠、麝香、冰片、明雄黄、郁金等组成，主治

步研究。

热病邪入心包、高热惊厥、神昏谵语，是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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