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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匙羹藤对 2 型糖尿病大鼠胰岛素抵抗
及脂肪细胞因子的影响
李娟娥 王磊 秦灵灵 刘铜华
【摘要】 目的 观察匙羹藤（gymnema Sylvestre，GS）对 2 型糖尿病大鼠糖脂代谢及血清脂肪细
胞因子的影响。方法 采用高脂饲料喂养加腹腔注射小剂量 STZ 的方法制备 2 型糖尿病动物模型，按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模型组、GS 高剂量组、GS 低剂量组、吡格列酮组。灌胃治疗 4 周后检测，空腹血糖（FBG）、
血清胰岛素(INS)、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CHOL)，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HDL)、游
离脂肪酸(FFA)、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C-反应蛋白(CRP)及脂联素(ADPN)。结果 FBG 降低（模
型组、吡格列酮组、GS 高剂量组分别为 22.19±2.27、20.13±2.02、20.10±1.19），INS 降低（模型组、
吡格列酮组、GS 高剂量组分别为 142.79±26.86、121.16±21.05、121.32±15.70）；ISI 指数提高（模型组、
吡格列酮组、GS 高剂量组分别为－3.49±0.12、－3.37±0.09、－3.38±0.08）；TG 降低（模型组、吡格
列酮组、GS 高剂量组分别为 4.47±1.27、2.68±0.81、1.65±0.66）；CHOL 降低（模型组、吡格列酮组、
GS 高剂量组分别为 12.23±2.18、8.44±3.19、6.98±3.40）
；LDL 降低（模型组、吡格列酮组、GS 高剂
量组分别为 8.77±1.42、7.53±2.82、4.23±2.13）；FFA 降低（模型组、吡格列酮组、GS 高剂量组分别为
1.06±0.39、0.73±0.20、0.74±0.31）
；升高 HDL（模型组、吡格列酮组、GS 高剂量组分别为 0.41±0.11、
0.57±0.11、0.68±0.08）
；TNF-α 水平降低（模型组、吡格列酮组、GS 高剂量组分别为 14.21±2.81、10.98±
2.22、8.85±1.59）
；CRP 水平降低（模型、吡格列酮组、GS 高剂量组分别为 2.02±0.38、1.38±0.42、1.05±
0.15）
；血清 ADPN 提高（模型组、吡格列酮组、GS 高剂量组分别为 1.03±0.09、1.32±0.17、1.15±0.15）
水平；低剂量组除体重外均与模型组没有差异。结论 匙羹藤可改善 2 型糖尿病大鼠模型糖脂代谢，提
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其机制可能与改善脂肪细胞因子和炎症反应有关。
【关键词】 匙羹藤；糖尿病；胰岛素抵抗；脂肪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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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ymnema Sylvestre on glucose-lipid metabolism
and adipo-cytokines in T2 DM Rats. Methods The T2 DM rats induced by high lipid diet and small do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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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dose GS group(GSL) and pioglitazone group(Pio，n＝8 in each). Each group has a DM inserted by gavage.
Four weeks later, the levels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FBG), serum insulin(INS), blood lipid (TG, CHOL, HDL
and LDL), free fatty acdi(FFA), TNF-α, C-reactive protein(CRP)and adiponcetin(ADPN) were detected.
Results Compare to model group, the levels of FBG, INS, Blood lipid, FFA, TNF-α and CRP were decreased
in GSH and Pioglitazone groups, adiponcetin were increased in GSH and Pioglitazone groups, except in GSL
group. Conclusion GS can improve the glucose-lipid metabolism disorder and insulin resistance in type 2
diabetic mellitus rats. The mechanisms may be the amelioration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adipocytokines,
but still need further study to prove the conclusions.
【Key words】 Gymnema Sylvestre；Diabetes mellitus；Glucose-lipid metabolism；Adipo-cytokines
DOI：10.3760/cma.j.issn.1673-4246.2011.02.009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
作者单位：100029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8 级博士研究生（李娟娥、王磊、秦灵灵）
；100078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
医院内分泌科（刘铜华）
通信作者：刘铜华，Email：thliu@tom.com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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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匙羹藤（gymnema sylvestre，GS）为萝摩科

取 10 只为正常组，饲以普通饲料。其余 50 只大

匙羹藤属植物，又称武靴藤、羊角藤、金刚藤，

鼠饲以高脂饲料。所有动物均以 SPF 级饲养，光

分布于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亚

照时间 12 h/d、昼夜循环，自由饮水进食。第 5

洲热带地区及南非等非洲地区；我国约有 9 种，

周，夜间禁食 12 h 后腹腔注射 STZ（30 mg/kg 溶

分布于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台湾等地。GS

于 0.1 mmol/L 柠檬酸缓冲液，pH 4.4）
；第 7 周白天

［1］

性平、味苦，具有祛风止痛、生肌消肿之功效

，

禁食后测血糖，测非同日两次血糖值≥16.7 mmol/L

全株可药用。印度民间用于糖尿病、哮喘、眼疾、

为造模成功。

毒蛇咬伤、痈疖肿毒等。近年来的国内外研究表

1.5

明，GS具有明确的降血糖、降血脂、减肥作用，

只，并按血糖值高低编号，查随机数字表将其分

已发现其降糖机制主要是促进胰岛素分泌和抑制

为模型组、吡格列酮组(4.05 mg/kg·d 1)、匙羹

肠道葡萄糖的吸收，目前尚缺乏对 2 型糖尿病胰岛

藤高剂量组(GS高剂量组，1.82 g/kg·d 1)、匙羹

素抵抗的研究。本实验旨在观察GS对 2 型糖尿病大

藤低剂量组(GS低剂量组，0.91 g/kg·d 1)，每组

鼠胰岛素抵抗和糖脂代谢的影响，并从脂肪细胞因

各 8 只，均灌胃给药 4 周。中药以干粉量计。正

子角度初步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常组及模型组按 20 ml/kg·d 1灌服蒸馏水。

－

－
－

－

1.6
1
1.1

材料与方法
实验动物：SPF 级 Wistar 大鼠 60 只，雄性，

动物分组及给药：选取模型成功大鼠共 32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末次给药后禁食不禁

水 12 h，断尾取血测其空腹血糖(FPG)；腹腔注射
3%戊巴比妥钠（50 mg/kg）麻醉，腹主动脉取血，

8 周龄，体重(300±20)g。购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实

常温静置 3 h，2500 g×10 min 4℃离心，分离血清，

验动物研究所。

－20℃保存。血糖用德国罗康全血糖仪及配套试

1.2

纸测定，血清胰岛素(INS)、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药物与试剂：GS 提取物由北京中医药大学药

学院提供，提取方法为生药加水煎煮 3 次，加水

和C-反应蛋白(CRP)用放免法测定，血脂四项［总

量分别为 10、10、8 倍量，煎煮时间分别为 1.5、

胆 固 醇 (TC) 、 甘 油 三 酯 (TG) 、 低 密 度 脂 蛋 白

1.5、1 h，滤过、合并、浓缩至稠膏，70℃真空干

(HDL)、高密度脂蛋白(HDL)］、游离脂肪酸(FFA)

燥、粉碎、过 80 目筛；1 g 相当于原生药 16.5 g；

用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血清脂联素采用ELISA法。

盐酸吡格列酮片（北京太洋药业有限公司，

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测定。胰岛素敏感指数

H20040267）
；链脲佐菌素（STZ，sigma0130，购

(ISI)采用李光伟法

自北京博爱商贸有限公司，B57218）；胰岛素和

空腹血清胰岛素(INS)，取自然对数。

TNF-α放免试剂盒、脂联素 Elisa 试剂盒购自北京

1.7

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FFA 和血脂四项生化试剂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盒购自柏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基础饲料购自中

两两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2 ］

，ISI＝1/空腹血糖(FPG)×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分析。计

± s )表示，多样本均数的

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动物研究所；高脂饲料（普通
饲料 65.75%、蔗糖 20%、猪油 10%、蛋黄粉 3%、

2

胆固醇 1%、猪胆盐 0.25%）购自北京科奥协力饲

2.1

料有限公司。

常组表现活跃，反应灵敏，皮毛光泽，体重稳定

1.3

实验仪器：西安核仪厂 xh6080 放免仪；酶标

上升；其余各组随注射 STZ 后出现不同程度的精

仪 multiskan mk3 型（Labsystems Dragon）
；全自动

神萎糜、反应迟钝，倦怠，行动呆滞，皮毛失润

生化分析仪 40FR；德国罗康全血糖仪及配套试纸。

不整等。以模型组最为明显，匙羹藤低剂量组次

1.4

之，匙羹藤高剂量组和吡咯列酮组相对较轻。

造模方法：动物适应性喂养一周后，随机选

结果
各组模型大鼠一般状况比较：实验过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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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组别

各组 2 型糖尿病模型大鼠体重、FBG、INS 和 ISI 的变化情况比较( x ± s )

鼠数(只)

体重(g)

8
8
8
8
8

正常组
模型组
吡格列酮组
GS 高剂量组
GS 低剂量组

INS(uIU/m)

a

a

461.54±29.43
501.81±31.73
450.50±46.18b
464.55±68.48b
477.54±7.98b

4.81±0.56
22.19±2.27
20.13±2.02b
20.10±1.19b
20.70±2.53

59.72±8.31
142.79±26.86
121.16±21.05b
121.32±15.70b
127.94±25.34

72.34

157.31

18.93

F值
a

FBG(mmol/L)

ISI
－2.45±0.08a
－3.49±0.12
－3.37±0.09b
－3.38±0.08b
－3.41±0.13
100.49

b

注：与模型组比较， P＜0.01、 P＜0.05

表2
组别

鼠数(只)
8
8
8
8
8

正常组
模型组
吡格列酮组
GS 高剂量组
GS 低剂量组
F值

各组 2 型糖尿病模型大鼠血脂的变化情况比较( x ± s )
TG(mmol/L)
a

0.67±0.24
4.47±1.27
2.68±0.81a
1.65±0.66a
3.45±1.63
6.99

CHOL(mmol/L)

LDL(mmol/L)

a

a

1.62±0.29
12.23±2.18
8.44±3.19b
6.98±3.40a
10.69±3.56
7.49

0.67±0.23
8.77±1.42
7.53±2.82
4.23±2.13b
8.34±2.92
10.85

HDL(mmol/L)
0.60±0.05a
0.41±0.11
0.57±0.11a
0.68±0.08ac
0.58±0.13a
6.71

注：与模型组比较，aP＜0.01，bP＜0.05；与吡格列酮组比较，cP＜0.05

表3

各组 2 型糖尿病模型大鼠血清 TNF-α、CRP、ADPN、FFA 的变化情况比较( x ± s )

组别

鼠数(只)

ADPN(ng/ml)

CRP(mg/L)

TNF-α(ng/ml)

FFA(mmol/L)

正常组
模型组
吡格列酮组
GS 高剂量组
GS 低剂量组
F值

8
8
8
8
8

1.70±0.13a
1.03±0.09
1.32±0.17a
1.15±0.15b
1.09±0.16
17.30

1.10±0.14a
2.02±0.38
1.38±0.42a
1.05±0.15ac
1.12±0.22a
10.66

8.66±2.24b
14.21±2.81
10.98±2.22b
8.85±1.59a
11.56±3.65
5.05

0.47±0.19a
1.06±0.39
0.73±0.20b
0.74±0.31b
0.76±0.35b
2.70

注：与模型组比较，aP＜0.01、bP＜0.05；与吡格列酮组比较，cP＜0.05

2.2

各组模型大鼠体重、FBG、INS、ISI 变化比

为 0.000、0.001、0.001），HDL 水平升高（P＝

较：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的体重、FBG 和 INS

0.008、0.001）
。GS 低剂量组除 HDL 外（P＝0.002）
，

水平明显升高（P＝0.000），ISI 降低（P＝0.000）。

其他均无明显变化（P 均＞0.05）。吡格列酮组与

与模型组比较，三个治疗组体重、FBG、INS 均有

GS 高剂量组比较，HDL 降低（P＝0.025），TG、

所下降，ISI 升高，其中以吡格列酮组和 GS 高剂

TC 和 LDL 水平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量组明显（吡格列酮组 P 值分别为 0.037、0.034、

见表 2。

0.044、0.024；
GS 高剂量组 P 值分别为 0.043、
0.031、

2.4

0.046、0.026）；GS 低剂量组 FBG、INS 稍降低，

FFA 的影响：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血清 TNF-α、

但无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119、0.161）。吡

CRP 水平升高，ADPN 水平降低。与模型相比，

格列酮组与 GS 高剂量组 FBG、INS 和 ISI 比较，

吡格列酮组和 GS 高剂量组 TNF-α、CRP、FFA 水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968、0.987、

平降低（吡格列酮组 P 分别为 0.114、0.000、0.030；

0.949），见表 1。

GS 高剂量组 P 分别为 0.001、0.000、0.036），ADPN

2.3

水平有所升高（吡格列酮组 P＝0.000；GS 高剂量

各组模型大鼠血脂变化比较：与正常组比较，

各组模型大鼠血清 TNF-α、CRP、ADPN 和

模型组的 TG、TC 和 LDL 水平显著升高，HDL

组 P＝0.008）。GSL 低剂量组 CRP、FFA 水平降

水平降低。与模型组相比，吡格列酮组和 GS 高剂

低（P 分别为 0.000、0.046）；吡格列酮组、GSH

量组 TG、TC、LDL 水平均降低（吡格列酮组 P

高剂量组 CRP（P＝0.036）降低，其他各项差异

分别为 0.007、0.016、0.424；GS 高剂量组 P 分别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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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脂代谢紊乱状态，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其机制

GS在我国药源比较丰富，具有重要的研究和

可能与调节脂肪细胞因子和抗炎作用有关，但具

开发价值，但目前尚未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目

体作用机制及靶点尚需进一步的研究。另外，本

前该植物的化学成分主要含有皂苷类、甾醇类、

实验只是对粗提取物进行了研究，尚不明确 GS 的

多肽、果胶、黄酮、生物碱以及微量元素等。目

有效部位及活性成分。在以后的研究当中，将对

前发现GS改善糖尿病的主要活性成分为一系列的

GS 及其有效活性成分防治 2 型糖尿病及胰岛素抵

三萜皂苷类匙羹藤酸。GS及其有效成分防治糖尿

抗进行多靶点研究，为开发新型有效防治 2 型糖

［3］

病的可能机制主要有

：促进胰岛素的分泌、保

尿病及胰岛素抵抗的药物提供实验基础。

护胰岛β细胞和抑制肠道葡萄糖的吸收。目前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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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结果表明，GS 可改善 2 型糖尿病大鼠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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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证心得·

指压剑下法治疗新生儿膈肌痉挛
杨志敏

董崇林

孙铭晓

新生儿膈肌痉挛为临床常见病，有时连续痉挛且不
易止，给患儿带来一定痛苦。我科自 2006 年开始采用
指压剑下法治疗本病，收到满意疗效，现介绍如下。
用拇指指腹轻轻按压新生儿剑下（位于剑突下 1～

2 cm）
，2(或)3 s/次，最长不超过 5 s，仍有痉挛者，间
隔 2(或)3 s 再次按压，直至症状解除。
指压剑下法就是以手指按压的力量来制止膈肌运
动，解除膈肌痉挛，每次按压时间不宜过长，以免影响
病儿呼吸。此法简便易行，无痛苦，能及时解除患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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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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