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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最细粉对帕金森病大鼠脑内神经递质 

及环磷酸腺苷 ／环磷酸鸟苷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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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摘要】目的 观察天麻最细粉和普通粉对帕金森病(PD)大鼠脑内神经递质及血清中环磷酸腺苷(cAMP)／环磷酸 

鸟苷(cGMP)的调节作用，对比最细粉和普通粉的疗效差别。 方法 采用脑内定位注射 6一羟基多巴胺(6一OHDA) 

建立PD大鼠模型。设立正常组、模型组、天麻普通粉组(1．8 g／kg)和天麻最细粉组(1．8 g／kg)。每天灌胃给药 1次， 

连续给药 3周后，应用水迷宫实验检测大鼠学习记忆能力；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一电化学检测法测定大鼠脑组织中 

神经递质——多巴胺(DA)、去甲肾上腺素(NE)和 5一羟色胺(5-HT)的含量变化；酶联免疫法测定大鼠血清中 

cAMP和 cGMP的含量及 cAMP／cGMP的比值。 结果 经过天麻普通粉和天麻最细粉的治疗后，两组大鼠的逃避 

潜伏期明显缩短(P<0．05)，且天麻最细粉组对大鼠学习记忆能力的改善作用优于普通粉组(P<0．05)；天麻治 

疗后大鼠脑组织的 DA、NE、5一HT水平均显著高于模型组(P<0．05)，且天麻最细粉组的改善作用优于天麻普通 

粉组(P<0．05)；天麻治疗后大鼠血清中的 cAMP显著上升(P<0．05)，cGMP显著降低(P<0．05)，导致 cAMP／ 

cGMP的比值显著升高(P<0．05)，趋于正常，而且天麻最细粉组的疗效明显优于天麻普通粉组(P<0．05)。 结论 

经过天麻普通粉和天麻最细粉的治疗后，PD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得到改善，提高了PD大鼠脑组织中降低了的DA、 

NE、5一HT水平，调节了血清中cAMP／cGMP平衡，且天麻最细粉的疗效优于普通粉，为天麻最细粉的临床使用提 

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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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uperfine powder and common powder of Gastrodia elata on neuro— 

transmitters and 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cAMP)／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cGMP)regulating in rats 

with Parkinson S disease(PD)．Methods Model of PD rats were established with injection of 6一hydroxyd0pamine(6-0一 

HDA)into the substantia nigra of right side brain．The mouse were divided into the normal group，model group，Gastro— 

dia elata common powder group(1．8 g／kg)，and superfine powder group(1．8 g／kg)．After 3 weeks of admimistration，the 

learning and memory was determined by water maze test in all the groups．The levels of dopamine (DA)，noradrenaline 

(NE)，5-hydroxytryptamine(5-HT)were assay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technique．cAMP and cGMP were assayed by eu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Results After treatment with SU- 

perfine and common powder of Gastrodia elata，the escape latency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e PD model rats(尸< 

0．05)，the levels of DA，NE and 5-HT of ra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PD model rats (尸<0．05)，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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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nm cAMP significantly improved，cGMP signifi— 

cantly reduced,cAMP／cGMP significantly improved < 

0．05)．The impacts on pharmacological actions were 

more significant in superfine powder group than in 

common powder group <0．05)．Conclusion Both 

the superfine and common powder of Gastrodia cl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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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mprove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ability，recover the levels of DA，NE，5-HT and cAMP／cGMP in PD rats．Fur’ 

thermore，the resuhs indicate that the Gastrodia elata after superfine grinding can enhance the curative effect，which 

provides experimental references for the clinical study of superfine powder of Gastrodia elata． 

[Key words]Gastrodia elata；Superfine powder；Common powder；Rats with Parkinson S disease 

帕金森病(Parkinson S disease，PD)是一种老年神 

经系统退变性疾病，主要的病理特征不仅包括引起核 

心的运动障碍症状的黑质一纹状体多巴胺能系统变 

性．而且包括中枢、外周和自主神经系统的多靶点侵 

犯。并伴有广泛的路易小体和路易轴突的形成，从而 

引起基底神经节的功能失调【1]。临床上以静止性震颤、 

运动迟缓、肌强直和姿势步态障碍四大核心症状为主 

要表现，病程呈慢性进展性圆。据统计全球 65岁以上 

老年人中，有 1％的人患有PD，而到了80岁，患病率 

将增加5倍。在我国，PD的发病率更高。目前，我国有 

200万 PD患者，且年增 10万新患者。该病的治疗目 

前无论药物或手术，只能改善其症状，不能阻止病情的 

发展，更无法治愈，给患者以及全社会都造成十分严 

重的负担。对 PD的治疗和研究工作刻不容缓。 

在PD发生发展过程中。由于中脑多巴胺(dopamine， 

DA)产生的减少引起全身多部位的神经递质发生紊 

乱，如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e，NE)和5一羟色胺 

(5-hydroxytryptamine，5一HT)。这些神经递质的合成、 

分泌发生紊乱 。引发了基底神经节网络调控功能失 

调，导致运动不能症状的出现。在之前的实验中，笔者 

采用6一羟基多巴胺(6一hydroxydopamine。6-OHDA)建 

立了PD大鼠模型，发现经过天麻普通粉和最细粉的 

治疗后，无论是在改善PD大鼠的神经行为学方面，还 

是在减轻 PD大鼠氧化应激损伤和神经炎性反应方 

面，天麻最细粉的治疗效果均要优于普通粉[31。为了进 
一 步确证天麻最细粉对于PD大鼠的治疗作用，本文 

探讨了天麻最细粉和普通粉对 PD大鼠学习记忆能力 

的改善作用．以及对 PD大鼠脑内 3种神经递质—— 

DA、NE和 5一HT的影响。此外，环磷酸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cAMP)和环磷酸鸟苷(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cGMP)是细胞功能的重要 

调节物质，在细胞代谢及多种生理效应的体现中具有 

关键的作用[41。笔者继而测定了PD大鼠经过天麻最 

细粉和普通粉治疗后血清中cAMP、cGMP的含量。为 

天麻最细粉的临床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药物 

天麻(Gastrodia elata)原产地贵州。普通粉 (D50= 

157．10 m)和最细粉(Dso=27．44 m)均由四川金岁方 

药业有限公司提供。两种粉体的电镜照片见图 1。 

图 1 天麻普通粉(A)和最细粉(B)的扫描电镜照片(500x) 

i．2动物 

健康Wistar雄性大鼠，体重195～210 g，由军事医 

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许可证号为医动字 

SCXK一(军)2002—2001。 

1．3试剂与仪 器 

盐酸氯胺酮注射液(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1 g／2 mE)；6一OHDA、盐酸去水吗啡 、DA盐酸盐、 

NE盐酸盐和 5一HT盐均购 自美 国 Sigma公司 ：大 

鼠 cAMP酶免试剂盒、大鼠 cGMP酶免试剂盒均 由 

成都光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Waters高效液相色谱 

仪(Millennium 32色谱工作站，Waters460电化学检 

测器，美国 Waters公司)；色谱柱为 AlltimaTM C 

(250 mmx4．6 mm，5 m，美 国Alhech公司)；AE163 

天平(瑞士Mettler公司)；大鼠脑立体定位仪(轩泰仪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微量进样器(上海安亭微量进样 

器厂)。 

1．4分组及给药 

PD模型的制备如前所述[31。挑选造模成功的PD 

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天麻普通粉组(1．8 g／kg)、天麻 

最细粉组(1．8 g／ks)，每组 1O只，另纳入 l0只正常大 

鼠为正常组。将天麻普通粉和最细粉分别加入适量蒸 

馏水配制成2 g／mL的混悬液，临用现配。摇匀取用灌 

胃给药。天麻普通粉和最细粉在造模成功后分别以相 

应的粉体混悬液灌胃给药，每天1次，连续3周。正常 

组和模型组以蒸馏水代替药材，其他均相同。 

连续给药3周后，用 Morris水迷宫测试大鼠的学 

习记忆能力。之后，各组大鼠禁食不禁水 12 h，腹腔注 

射 20％乌拉坦溶液(10 mL／kg)麻醉．于枕骨大孔处断 

头处死，腹主动脉取血，制血浆。待测 cAMP和 cGMP 

含量。在冰皿上迅速分离双侧脑组织．取脑组织块 

0．3～O．4 g，在4℃的生理盐水中漂洗，除去血液，滤纸 

拭干，电子天平称重，再加入4℃生理盐水后匀浆。将匀 

浆液以4000 r／min离心 1 5 min。将上清液置一80℃冰箱 

中备用，测定脑组织中神经递质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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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学习记忆能力检测 

采用 Morris水迷宫测试其学习记忆能力。前 4 d 

为训练时间，第5天为测试时间。训练每天上午进行． 

训练5次，每次间隔15 min，每次将大鼠面向池壁分 

别从4个象限的4个人水点入水，记录其在60 S内 

寻找平台的时间，即逃避潜伏期。如果达60 S仍未找 

到平台，则引导其到达平台，停留30 S，本次成绩计为 

60 s，然后进行下次训练。测试时取消平台。同法观察 

各组大鼠逃避潜伏期[63。 ． 

1．6脑组织中神经递质含量的测定 

神经递质含量的测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一电化学 

检测法171。取脑组织匀浆，加正丁醇5 mL．混匀，于4℃下 

离一~(5ooo r／min)15 min。取上清液，加 HCIO (0．1 tool／L) 

0．15 mL，正庚烷 0．2 mL，旋涡振荡 3 min后离心 

(3000 r／min)。除去有机相，在下层的水相中加入 1 mL 

CHC1 ，经旋涡振荡 3 min、低速离心 3 min后 ，取水相 

直接进样，进样量20 L。流动相为缓冲液(0．1 mol／L 

柠檬酸三钠和 0．1 mol／L磷酸氢二钠)：甲醇=90：10的 

溶液，经 0．45 m滤膜过滤并超声脱气后使用 ，流速 

为 l mL／min。电化学监测器设定电压为+650 mV。洗 

脱顺序依次为 NE、DA、5一HT。 

1．7血清中cAMP和cGMP含量的测定 

取血浆 2 mL。静置 30 min后 ，3000 r／min离心 

10 min，取上层血清，4℃保存待测。按酶联免疫检测 

试剂盒使用说明书操作，即在96孔板中加入准备好 

的样品和对照品，生物素标记二抗和酶标试剂，37cC 

反应 60 min，洗板 5次，加入显色液 A、B，37％显色 

10 min。加入终止液。在酶标仪450 nm波长下读测量 

各孔的吸光度并计算。 

1．8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s)表示，多组问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t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各组大鼠学习记忆能力比较 

正常组、模型组、天麻普通粉组和天麻最细粉组 

大鼠的逃避潜伏期分别为(14．5±1．1)、(37．4+3．3)、(29．8± 

3_3)和(23．6~2．2)s。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的逃 

避潜伏期明显延长(P<0．01)。与模型组比较，天麻普 

通粉组和天麻最细粉组大鼠的逃避潜伏期明显缩短 

(P<0．05)，且天麻最细粉组对大鼠学习记忆能力的 

改善作用优于天麻普通粉组(P<0．05)。见图2。 

2．2各组大鼠脑组织神经递质含量比较 

模型组大鼠脑组织 DA、NE、5-HT含量均显著低 

于正常组大鼠(P<0．01)；经治疗后，天麻普通粉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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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组 模型组 天麻普通粉组 天麻最细粉组 

与正常组比较 ，．P<O．0l；与模型组比较， <O．05；与天麻普通粉组 

比较．bP<O．05 

图2 各组大鼠逃避潜伏期比较 

天麻最细粉组的 DA、NE、5一HT含量均有所增加，且 

天麻最细粉组的改善作用优于天麻普通粉组(P< 

O．05)。见表 1。 

表 1 各组 PD大鼠脑组织内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 

和5一羟色胺含量比较(ng／g．i ) 

注：与正常组比较， <O．O1；与模型组比较，aP<0．05；与天麻普通 

粉组比较，bp<0．05；DA：多巴胺；NE：去甲肾上腺素；5一HT：5一羟色胺 

2．3各组大鼠血清中cAMP和 cGMP含量比较 

较之正常组，模型组 cAMP显著下降，cGMP显著 

升高，cAMP／cGMP值显著降低(P<0．01)。经过天麻 

普通粉和最细粉的3周治疗后，较之 PD模型大鼠， 

大鼠血清中的cAMP显著上升(P<0．05)，cGMP显著 

降低(P<0．05)，进而二者的比值显著升高(P<0．05)， 

趋于正常，而且天麻最细粉的疗效明显优于天麻普通 

粉(P<0．05)。见表 2。 

表 2 各组 PD大鼠脑血清中的环磷酸腺苷、环磷酸鸟苷含量 

垦 墼堕董 堡墼皇董些墼! 兰2 
组别 只数 cAMP(pmol／L)cGMP(pmol／L) cAMP／cGMP 

注：与正常组比较， <0．01；与模型组比较， <O．05；与天麻普通 

粉组比较．bp<0．05；cAMP：环磷酸腺苷；cGMP：环磷酸鸟苷 

3讨论 

PD多发于中老年人，男性略多于女性，是中老年 

人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发病机制迄今尚不十分 

清楚。可能与环境因素、免疫学异常、线粒体功能障碍 

和氧化应激过度、年龄老化、细胞凋亡等诸多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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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是多种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和人们生活节奏的增快，以PD为代表的中枢神 

经退行性疾病已经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 

以及中风之后的主要致死性疾病，该病的治疗是神经 

内科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目前尚无治疗 PD的特效药物，常用西药只能控 

制症状．以左旋多巴为代表的药物替代疗法仍是西医 

治疗帕金森病的金标准，但是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和 

用量的加大。毒副作用也越来越大，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中医中药以其毒副作用小、协同作用强和 

整体调节等优势．为 PD的中药防治提供了良好前 

景。现代药理学研究亦表明，在保护神经细胞、抑制氧 

化应激、抗兴奋性毒性、抑制细胞凋亡等方面，中医药 

的作用明显。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医中药的潜力，对于 

提高 PD患者的生存质量意义重大[81。有多种中药复 

方、单味药、有效部位及单体均可在动物模型上对 PD 

有防治作用，其主要机制涉及保护黑质细胞、改善神 

经递质含量、抗氧化和调节免疫、提高化疗疗效、减轻 

毒副作用等，并可能延缓疾病进程。尤其是中药复方 

通过多种有效成分对人体有多环节、多层次、多靶点 

的整合调节作用。可能对 PD神经保护治疗有一定的 

优势f91。 

天麻为兰科天麻属植物天麻(Gastrodia elata)的 

干燥块茎，又名赤箭、定风草、独摇兰，为我国传统名 

贵中药，主治头昏、眩晕、肢体麻木、抽搐、中风等中枢 

神经系统疾病，被《神农本草经)7t为上品。从天麻干 

燥块茎中提取出的化学成份主要有酚类、有机酸类及 

植物中常见的甾醇等，其中活性成分含量最高的有效 

单体成分是天麻素，又称天麻苷．常作为衡量天麻药 

材和制剂质量的指标成分。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天麻 

具有抗惊厥、镇静、镇痛及抗感染等作用。并对大脑的 

学习和保护功能也有不同程度的作用[1Ol。实验证实， 

天麻对PD模型大鼠具有 DA神经元保护作用．能够 

改善PD大鼠的运动功能，恢复纹状体的DA含量，减 

缓 PD病程的进展【“ 3】。作为常用中药，天麻经常出现 

在中医治疗 PD的方药之中㈣。 

采用超微粉碎的方式可以将中药粉碎成最细粉。 

由于超微粉碎减少了细胞壁的屏障作用，因而比表面 

积大幅提高，改善了口感，减少了药材用量，可以大幅 

提高细胞内有效成分的释放速度及释放量，显著提高 

中药的生物利用度[151。在前期的研究中．笔者发现天麻 

经过超微粉碎后 ，随着粒径的减小( 由 157．10 Ixm 

减小到 27．44 m)，中药粉体的比表面积显著增加 

(由0。403瑚2／g增加到0．626 m2／g)，中药粉体的醇溶性 

浸出物和有效成分的提取效率也显著改善，天麻醇溶 

· 论 著 · 

性浸出物的量由普通粉的 10．83％提高到最细粉的 

12．23％．天麻有效成分(天麻素)的量由普通粉的0．31％ 

提高到最细粉的 0．43％t 。在随后的常温留样实验考 

察中．比较了不同时间的天麻最细粉的形貌结构、粒径、 

比表面积、堆密度、休止角等粉体学特征以及有效成 

分(天麻素)的量和体外溶出曲线的变化，发现经过 

12个月的常温留样实验，天麻最细粉的粉体学特征 

没有发生显著性改变，有效成分(天麻素)的量基本保 

持不变。体外溶出曲线的差异性很小，具有等价I生，表 

明天麻制成最细粉后 ，质量稳定性良好，可以保证临 

床用药的安全旧。动物实验研究亦肯定了天麻在制成 

最细粉后，药理效应显著增强[31。 

PD动物模型的制作是 PD研究的基础和关键。 

在众多的模型中，6-OHDA大鼠模型和 1～甲基一4一苯 

基一1，2，3，6一四氢吡啶(MPTP)灵长类模型的病理改 

变以及行为学表现与人类PD表现相类似．成为目前 

最常用最经典的PD动物模型，对研究 PD主要病理 

机制和治疗药物起着重要作用【】81。在之前研究[31的基 

础上．笔者继续采用经典的6-OHDA损毁注射法制作 

PD大鼠模型，天麻普通粉和最细粉分别给药 3周后， 

用 Morris水迷宫测试天麻对PD模型大鼠学习记忆 

能力的影响；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一电化学检测法检测 

脑内DA、NE和5一HT神经递质的含量；采用酶联免 

疫法测定经过天麻普通粉和最细粉治疗后 ．PD模型 

大鼠血清中 cAMP、cGMP及 cAMP／cGMP比值的变 

化。实验结果表明，在改善 PD大鼠的学习记忆能力、 

提高PD大鼠脑组织神经递质的水平、调节血清中 

cAMP／cGMP的平衡方面，天麻具有确实的功效，而且 

天麻最细粉的效果要优于普通粉，再次为天麻最细粉 

的临床使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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