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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急性乌头碱中毒脑损伤机制及黄芩苷的干预作用
王磊，赵光举，李萌芳，邱俏檬，宋芹，郑金滔，葛赟，卢中秋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医学中心，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 目的 探讨急性乌头碱中毒脑损伤机制及黄芩苷的干预作用。方法 将 SD 大鼠 200 只按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黄芩苷对照组、乌头碱中毒组、黄芩苷 15 mg/kg 干预组和 30 mg/kg 干预组，每组
40 只。采用尾静脉注射乌头碱 20 μg/kg 复制乌头碱中毒模型。正常对照组和黄芩苷对照组分别经尾静脉注
射生理盐水 2 mL/kg 和黄芩苷 30 mL/kg ；黄芩苷干预组于制模后 2～3 min 内注射黄芩苷 15 mg/kg、 30 mg/kg。
观察各组大鼠给药后 1、 6、 12、 24 h 各时间点脑组织病理学变化，谷氨酸（Glu）、天门冬氨酸（Asp）、γ- 氨基
丁酸（GABA）、甘氨酸（Gly）含量变化及神经元细胞凋亡情况。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乌头碱中毒组兴
奋性氨基酸 Glu、Asp 含量及神经元凋亡数目显著升高；染毒后 1 h 大鼠脑皮质抑制性氨基酸 GABA、Gly 含量
较正常对照组显著降低（均 P＜0.05），6 h 和 12 h 明显升高，24 h 后开始下降，但仍维持相对较高的水平。与
乌头碱中毒组比较，15 mg/kg、 30 mg/kg 黄芩苷干预组给药后 1 h Glu 与 Asp 含量即明显降低 〔Glu（μmol/L）：
309.39±14.59、 307.22±23.69 比 370.46±40.31，Asp（μmol/L）：143.43±8.36、129.12±4.86 比 222.97±6.26〕，
GABA、Gly 含量升高 〔GABA（μmol/L）：55.91±4.76、 59.61±13.11 比 32.05±2.20，Gly（μmol/L）：32.33±1.85、 
33.90±0.66 比 21.96±4.75〕，脑皮质凋亡数目显著降低（个 /mm2 ：18.65±4.10、 14.80±1.89 比 58.15±3.68，均
P＜0.05）。光镜和电镜下可见，乌头碱中毒组于染毒后 12 h 脑皮质损伤最明显，15 mg/kg、 30 mg/kg 黄芩苷干
预组脑皮质损伤较乌头碱中毒组有所减轻。结论 大鼠急性乌头碱中毒所致的脑损伤可能与机体大脑皮质兴
奋性递质 Glu、Asp 和抑制性递质 GABA、Gly 含量的失衡相关；黄岑苷能够降低兴奋性氨基酸含量提高抑制性
氨基酸含量，从而减轻大鼠急性乌头碱中毒所致的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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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ference effect of baicalin on acute brain injury induced by 
aconitine in rats and its mechanism. Methods A total of 200 Sprague-Dawley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 normal control， baicalin control， aconitine poisoning， baicalin 15 mg/kg intervention and baicalin 30 mg/kg 
intervention groups（each， n＝40）. Aconitine （20 μg/kg）was given via tail vein in aconitine poisoning group. The rats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baicalin control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injected with saline 2 mL/kg and baicalin 30 mg/kg 
via tail vein. The aconitine poisoning rats were given with baicalin at the dose of 15 mg/kg and 30 mg/kg respectively 
in the low and high dose baicalin intervention groups within 2-3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aconitine. Rats in all groups 
in the study were anesthetized and sacrificed at 1， 6， 12， 24 hours after various agents were respectively given in the 
groups， the rat cerebral cortex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he histological changes in normal and baicalin control groups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aconitine poisoning rats were observed， the levels of glutamate（Glu）， aspartate （Asp），
γ-aminobutyric acid（GABA）， glycine （Gly） were detected and the apoptotic cells were determined at the above time 
point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aconitine poisoning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levels of excitatory amino acids Glu and Asp and the number of apoptotic neurons. After exposure to aconitine for 1 hour， 
the levels of inhibitory amino acids of GABA and Gly were markedly decreased in the rat cortex in the poisoning group 
compared to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both P＜0.05）， at 6 hours and 12 hours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after 
24 h， they began to decline， but still maintained at relatively high levels. Compared with the aconitine poisoning group， 
after baicalin intervention for 1 hour， in the 15 mg/kg and 30 mg/kg baicalin intervention groups， the levels of Glu and 
Asp were markedly decreased 〔Glu（μmol/L）：309.39±14.59， 307.22±23.69 vs. 370.46±40.31， Asp（μmol/L）： 
143.43±8.36， 129.12±4.86 vs. 222.97±6.26〕， while the levels of GABA and Gly were increased 〔GABA（μmol/L）： 
55.91±4.76， 59.61±13.11 vs. 32.05±2.20， Gly（μmol/L）： 32.33±1.85， 33.90±0.66 vs. 21.96±4.75〕，and the 
number of neuronal apoptosis was obviously decreased （cell/mm2 ： 18.65±4.10， 14.80±1.89 vs. 58.15±3.68，both 
P＜0.05）. Under microscope and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patholog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dicated that the 
aconitine poisoning group had the most marked cerebral cortex damage at 12 hours after poisoning， while the two baicalin 
intervention groups showed milder damage than that in aconitine poisoning group. Conclusions The neural toxic effect 
of aconitine in rats may be related to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neurotransmitter contents of excitatory Glu. As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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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头碱为毛茛科乌头属植物草乌、川乌、雪上一

枝蒿的主要成分，民间主要用于治疗风湿麻痹等疾

病。因乌头碱治疗窗狭窄，毒性大，常由于炮制不当、

误服出现中毒甚至死亡［1-2］。有研究表明双黄连具

有改善乌头碱中毒症状，其机制为双黄连的有效成

分黄芩苷具有神经保护作用［3-4］。但黄芩苷是否对

因急性乌头碱中毒造成的脑损伤有保护作用未见报

道。本研究通过构建急性乌头碱中毒大鼠模型，观

察大鼠脑组织病理学改变、兴奋性氨基酸和抑制性

氨基酸变化规律及黄芩苷的干预作用，探讨急性乌

头碱中毒脑损伤和黄芩苷干预的可能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试剂及仪器：乌头碱、黄芩苷、高丝氨酸、

谷氨酸（Glu）、γ-氨基丁酸（GABA）、甘氨酸（Gly）、
天门冬氨酸（Asp）、β- 巯基乙醇、邻苯二甲醛（均

购自美国 Simga 公司），双黄连针粉剂（国药准字

Z10940044），甲醇为色谱纯（天津市四有有限公

司）、凯基细胞凋亡原位检测试剂盒（南京凯基生物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尼氏染色试剂盒（北京雷根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实验用水为超纯水。Agilent1100
系列高效液相色谱仪，荧光检测器（美国 Agilent 
公司）、Hypersil ODSC18 色谱分析柱（5 μm，200 mm， 
4.6 mm，大连伊特利公司）、RM6240 系列多道生理信

号采集处理系统（成都仪器总厂）。

1.2 动物分组及处理：选择雄性 SD 大鼠 200 只，体

质量 180～210 g，由温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动物合格证号：SCXK（浙）2010-0044。按随机

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正常对照组、黄芩苷对照组、

乌头碱中毒组以及 15 mg/kg 和 30 mg/kg 黄芩苷干

预组，每组 40 只。戊巴比妥钠麻醉大鼠，四肢皮下

插入电极针，记录Ⅱ导联心电图，待心率稳定后进

行染毒。染毒方法：经大鼠尾静脉快速注射乌头碱

20 μg/kg，严密观察心电图，于出现心律失常后 2～ 
3 min 内，黄芩苷干预组经尾静脉注射黄芩苷进行干

预。黄芩苷对照组于染毒时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

然后再注射黄芩苷 30 mg/kg ；正常对照组于染毒时

只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 组织标本采集和处理：给药后 1、 6、 12、 24 h
麻醉大鼠，断头取脑组织。切取左脑置于 4% 多聚

甲醛水溶液中固定进行病理学观察和细胞凋亡计

数。在冰板上迅速切取于右侧额叶皮质约 1 mm× 
1 mm×1 mm，置于戊二醛中固定，以进行电镜观察。

1.4 脑组织氨基酸含量测定：分离右侧脑皮质迅速

置于液氮，-80 ℃冰箱冻存，检测脑组织 Glu、Asp、
GABA、Gly 含量变化。

1.4.1 色谱条件：流动相 A 为甲醇；B 为 0.1 mol/L
磷酸盐缓冲盐（PBS，pH 值 6.0），实验当日流动相

经 0.45 μm 孔径的滤过膜抽滤，超声脱气 30 min 后

使用，临用时配制。洗脱梯度 0 min A 15%、B 85%，

7 min A 18%、B 82%，15 min A 30%、B 70%。激发

波长 340 nm，发射波长 455 nm，柱温 40 ℃，进样量

20 μL。衍生化配制参照文献［5］将 65.6 mg 邻苯二甲

醛（OPA）溶于 2.5 mL 甲醇中，加入 100 μL β-巯基

乙醇，以 0.1 mol/L 硼酸钠（pH 值 9.6）定容至 25 mL
混匀，密封避光 4 ℃保存。每日添加 10 μL β-巯基

乙醇以维持巯基强度，可使用 5 d。
1.4.2 样品处理：取脑皮质 35 mg，按质量体积比

1：10 加入 4 ℃生理盐水超声匀浆， 4 ℃离心沉淀 
15 min，取上清液按体积比 1：2 加入 0.04 mol/L 高

氯酸，4℃离心沉淀 30 min，取上清液，用 0.22 μm 滤

过膜过滤［6］。 
1.4.3 衍生化反应：取 20 μL 标准液或预处理好的

样品，加入 100 μmol/L 内标高丝氨酸 20 μL 以及衍

生液 20 μL，涡旋混匀，冰下静置 2 min，进样。按

上述色谱条件梯度洗脱进行分析。结果 Asp、Glu、
高丝氨酸、Gly、GABA 主峰保留时间分别为 5.523、
9.345、17.934、19.361 和 31.600 min，5 种氨基酸峰形

较好，分离度满意，最小分离度 R＞2.0。计算方法：

分别作出 4 种氨基酸标准曲线，测定峰面积，用内标

法计算各氨基酸浓度。

1.5 脑组织病理学改变：取出经 4% 多聚甲醛水溶

液固定的左脑组织，石蜡包埋，连续切片，亚甲蓝染

色，光镜下观察脑皮质神经元病理学改变。

1.6 细胞凋亡检测：病理切片后于相邻部位连续切

片，采用原位末端缺刻标记法（TUNEL）检测脑皮

质神经元凋亡细胞，细胞核染色呈棕褐色为阳性细

胞。每组随机取 8 张切片，每张切片在光镜下选取

5个视野，测量单位面积内神经元凋亡数（个 /mm2）。

1.7 透射电镜下观察神经元超微结构变化：取出经

2.5% 戊二醛固定的额叶皮质，透射电镜下观察脑皮

质病理学改变。

inhibitory GABA， Gly in the cerebral cortex. Baicalin can decrease the contents of excitatory amino acid and elevate the 
inhibitory amino acid， therefore it may ameliorate the cerebral injury of acute aconitine intoxication in rats.

【Key words】 Aconitine； Brain injury； Baicalin； Neurotransm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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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并用 LSD 法进行组间

两两比较，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大鼠行为学表现：正常对照组和黄芩苷对照组

大鼠麻醉后呼吸平稳，鼻唇红润无分泌物，四肢、毛

发无明显异常。乌头碱中毒组大鼠出现四肢抽搐，

继而呼吸节律不规则，呼吸深而慢，鼻唇发绀，分泌

物增多，毛发倒竖。15 mg/kg 和 30 mg/kg 黄芩苷干

预组上述症状较乌头碱中毒组明显减轻。 
2.2 大鼠脑皮质氨基酸含量测定结果

2.2.1 标准曲线的绘制：精密称取 Glu、GABA、Asp、
Gly 和内标 Homse，用 50% 甲醇配制成 2 mmol/L 的

母液，稀释成不同浓度，如上进样，根据进样浓度计

算及测定峰面积。结果 Glu、Asp、GABA、Gly 分别

在 640～5、320～5、320～5、160～1.25 μmol/L 范 围

内进样量和峰面积呈良好的线性关系，计算出 4 种

氨基酸的标准曲线分别为 ASP ：y＝0.213x +0.006 
（r＝0.999）；Glu ：y＝0.552 x +0.013（r＝0.999），
Gly ：y＝0.121 x +0.554（r＝0.998）；GABA ：y＝
1.767x－0.012（r＝0.999）。

2.2.2 各组大鼠脑皮质兴奋性氨基酸 Glu、Asp 含

量变化（表 1）：正常对照组与黄芩苷对照组 Glu、
Asp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乌头碱中毒组 Glu、Asp 含量

持续升高，12 h 达峰值，24 h 后开始下降，但仍维持 
在较高的水平（均 P＜0.05）；与乌头碱中毒组比较， 
15 mg/kg、30 mg/kg 黄芩苷干预组兴奋性氨基酸

Glu、Asp 含量均明显降低（均 P＜0.05）。
2.2.3 各组大鼠脑皮质抑制性氨基酸 GABA、Gly 含

量变化（表 1）：正常对照组与黄芩苷对照组 GABA、

Gly 含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乌头碱中毒组给药 1 h 时 GABA、Gly 含量均较对照

组显著降低（均 P＜0.05）；给药 6 h、12 h 含量明显

升高，24 h 后开始下降，但仍维持相对较高的水平。

与乌头碱中毒组比较，15 mg/kg、30 mg/kg 黄芩苷干

预组 GABA、Gly 含量明显升高（均 P＜0.05）。
2.3 各组大鼠脑皮质神经元凋亡计数（图 1；表 1）：
正常对照组与黄芩苷对照组神经元凋亡数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乌

头碱中毒组各时间点神经元凋亡数均显著升高，给

药后 12 h 达到峰值，24 h 开始下降。与乌头碱中毒

组比较，15 mg/kg、 30 mg/kg 黄芩苷干预组神经元凋

表 1 各组大鼠脑皮质 Glu、Asp、GABA、Gly 含量及神经元凋亡计数（x±s）

组别 时间
动物数

（只）

兴奋性氨基酸（μmol/L） 抑制性氨基酸（μmol/L） 凋亡细胞

（个 /mm2）Glu Asp GABA Gly

正常对照组 给药 1 h 10 274.37±  1.79 121.31±  0.96 71.16±  1.61 34.19±1.39 1.28±0.30

给药 6 h 10 272.73±11.03 122.00±  6.46 71.86±  1.64 34.13±0.87 1.01±0.30

给药 12 h 10 274.36±  2.01 119.84±  1.43 71.95±  3.54 34.25±1.23 1.06±0.23

给药 24 h 10 274.46±  4.24 120.42±  3.33 71.33±  2.11 34.23±2.09 1.15±0.34

黄芩苷对照组 给药 1 h 10 268.69±  7.12 120.93±  2.12 72.77±  4.14 34.27±1.37 1.01±0.30

给药 6 h 10 272.55±11.99 120.10±  2.85 72.23±  4.42 34.15±1.05 1.08±0.26

给药 12 h 10 273.39±  2.15 119.70±  1.79 71.94±  1.89 34.09±1.24 0.95±0.14

给药 24 h 10 274.43±  2.54 120.81±  4.46 72.38±  2.31 34.19±0.10 0.93±0.28

乌头碱中毒组 给药 1 h 10 370.46±40.31 a 222.97±  6.26 a 32.05±  2.20 a 21.96±4.75 a 58.15±3.68 a

给药 6 h 10 437.50±  9.67 a 227.93±  6.80 a 121.72±  5.20 a 45.80±3.99 a 75.25±2.87 a

给药 12 h 10 472.91±17.71 a 255.13±  8.10 a 155.57±  5.63 a 67.80±3.41 a 91.58±2.68 a

给药 24 h 10 405.98±20.90 a 209.53±23.81 a 116.94±  6.10 a 58.08±3.18 a 86.05±2.78 a

15 mg/kg 黄芩苷干预组 给药 1 h 10 309.39±14.59 b 143.43±  8.36 b 55.91±  4.76 b 32.33±1.85 b 18.65±4.10 b

给药 6 h 10 337.80±11.74 b 137.87±14.50 b 160.32±  7.78 b 71.07±3.95 b 18.45±3.84 b

给药 12 h 10 333.87±  6.26 b 158.41±20.29 b 178.57±  5.18 b 79.50±2.27 b 18.63±2.61 b

给药 24 h 10 353.87±28.56 b 179.35±  5.83 b 136.69±  9.21 b 74.90±3.85 b 11.55±1.98 b

30 mg/kg 黄芩苷干预组 给药 1 h 10 307.22±23.69 b 129.12±  4.86 b 59.61±13.11 b 33.90±0.66 b 14.80±1.89 b

给药 6 h 10 316.78±18.62 b 129.68±  9.66 b 162.68±  9.99 b 72.79±6.26 b 16.55±3.87 b

给药 12 h 10 329.97±13.97 b 134.27±  6.63 b 183.46±14.20 b 79.58±5.07 b 17.03±2.39 b

给药 24 h 10 345.51±31.27 b 152.44±17.87 b 144.13±11.13 b 78.64±5.17 b 9.93±3.05 b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aP＜0.05；与乌头碱中毒组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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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数显著降低（均 P＜0.05）。
2.4 大鼠脑皮质尼氏染色病理形态改变（图 2）：光

镜下可见，正常对照组和黄芩苷对照组大鼠脑皮质

神经元胞质内可见着色均匀、完整清晰蓝色颗粒的

尼氏体，神经元细胞排列结构整齐，含量丰富，形态

完整。乌头碱中毒组可见神经元尼氏体脱颗粒，着

色浅淡不均匀， 神经元胞体度肿胀，排列结构紊乱，

含量显著减少或消失；以 12 h 时病理损伤最为严重，

24 h 有所减轻，但仍可见尼氏体脱颗粒，排列结构层

次不清晰。与乌头碱中毒组比较，15 mg/kg、 30 mg/kg 
黄芩苷干预组尼氏体含量稍增多、染色均匀。

2.5 大鼠脑皮质超微结构改变（图 3）：电镜下可

见，正常对照组和黄芩苷对照组核膜核仁清晰，细胞

基质致密，可见粗面内质网，线立体嵴结构完整，细

胞基质中可见丰富核糖体。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乌

头碱中毒组神经元核膜模糊不清，部分溶解、核仁消

失；线粒体减少，嵴模糊不清，部分空泡化甚至消失，

以给药后 12 h 损伤最严重。15 mg/kg、 30 mg/kg 黄

芩苷干预组核膜、核仁、线粒体损伤减轻。

3 讨 论

 乌头主要通过消化道或破损皮肤吸收进入体

内，人摄入 0.2 mg 就可引起中毒，3～5 mg 即达致死

量［1，7］。乌头碱对机体各器官均有不同程度的毒性

作用，但以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为主［8-9］。中、重度

急性乌头碱中毒患者可出现头晕耳鸣、口舌四肢发

麻，甚者周身麻痹、肌肉强直、抽搐、意识障碍［2，10］。

有文献报道，对急性草乌中毒死亡患者进行尸检时

发现，脑组织内能够检测到乌头碱成分，证实乌头碱

能够进入血脑屏障，进而损伤脑组织［11］。体外实验

研究显示，将大鼠脑片皮质置于 2% 乌头碱溶液中

20 min，即可导致神经细胞全部死亡［12］。本实验经

尾静脉注射乌头碱后大鼠出现明显的中毒症状，光

镜下显示脑皮质神经元皱缩，胞核浓染；电镜下可见

线粒体基质溶解，亚细胞器结构混乱不清，凋亡细胞

显著增多。表明乌头碱对大鼠脑神经元已产生了毒

性作用。

1a 1b 1c 1d 1e

a ：正常对照组； b ：黄芩苷对照组； c ：乌头碱中毒组； d ：15 mg/kg 黄芩苷干预组； e ：30 mg/kg 黄芩苷干预组

图 1 给药后 12 h 各组大鼠脑皮质神经元凋亡情况（TUNEL  中倍放大）

2a 2b 2c 2d 2e

a ：正常对照组； b ：黄芩苷对照组； c ：乌头碱中毒组； d ：15 mg/kg 黄芩苷干预组； e ：30 mg/kg 黄芩苷干预组

图 2 光镜下观察给药后 12 h 各组大鼠脑皮质神经元病理学改变（尼氏染色  高倍放大）

a ：正常对照组； b ：黄芩苷对照组； c ：乌头碱中毒组； d ：15 mg/kg 黄芩苷干预组； e ：30 mg/kg 黄芩苷干预组

图 3 电镜下观察给药后 12 h 各组大鼠脑皮质超微结构的改变

1 μm 1 μm 1 μm 1 μm 1 μm3a 3b 3c 3d 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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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明，乌头碱可能通过激活电压门控 Na+

通道诱导突触前神经元去极化及 Ca2+ 内流增加［13］。 
神经细胞内 Ca2+ 水平升高不仅可以诱导钙超载

现象，导致神经细胞损害的发生，还可引起 Glu 及

GABA 等抑制性氨基酸类神经递质的异常分泌［12］。

兴奋性递质 Glu、Asp 的增高可以通过与 N-甲基-D-
天冬氨酸受体相结合等多重机制进一步引起细胞

内 Ca2+ 浓度的失衡，进而造成神经元损伤［14］。本

实验研究发现，神经元凋亡细胞数目和兴奋性氨基

酸 Glu、Asp 含量密切相关，随着 Glu、Asp 含量升高

神经元凋亡细胞数目也逐渐增加；而抑制性氨基酸

GABA、Gly 在乌头碱中毒中表现为早期含量明显降

低，后期含量显著升高，可能是在过度兴奋时细胞膜

结构功能暂时失稳态，导致氨基酸前体合成物摄取

受到抑制使抑制性氨基酸含量降低，后期含量增加

可能与机体自身谷氨酰胺脱羧酶和 GABA 转氨酶

活性改变对脑损伤后的防御效应增强有关［15］。

 黄芩苷透过血脑屏障后，与 GABAA 受体上的

α2、α3 亚基结合从而发挥药理作用，促使神经元对

Cl- 的通透性增加，进而使突触后膜超极化，抑制电

压依赖性 Na+ 通道的开放，使 Na+ 内流减少，降低神

经元的兴奋性，从而起到保护神经的效应［16-19］。有

研究报道，黄芩苷作用于大鼠神经细胞后，能影响细

胞内 Ca2+ 释放和细胞外 Ca2+ 的内流，阻滞兴奋性氨

基酸所致的“钙超载”，从而使神经元免受兴奋性氨

基酸的毒性作用［20］。在研究黄芩苷对实验性大鼠

脑出血的干预作用时显示，黄芩苷可通过增加抑制

性氨基酸 GABA 的含量对抗兴奋性氨基酸对神经元

的损伤［21］。此外，黄芩苷对 Glu 受体激动剂所致的

神经毒性有抑制效应，表明黄芩苷可通过降低兴奋

性氨基酸的神经毒性起到保护神经细胞的作用［4］。 
但对于乌头碱中毒后是否对脑损伤有促进作用以及

氨基酸含量变化情况未见报道。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鼠急性乌头碱中毒后神经

元凋亡数量显著升高，而黄芩苷能显著降低乌头碱

中毒后神经元凋亡，提示黄芩苷能够对急性乌头碱

中毒脑损伤起拮抗作用。对各组大鼠脑组织中氨基

酸类神经递质 Glu、Asp、GABA、Gly 含量的测定表

明，黄芩苷干预能够下调兴奋性氨基酸 Glu、Asp 含

量，上调抑制性氨基酸 GABA、Gly 含量。推测黄芩

苷通过调节兴奋性氨基酸和抑制性氨基酸的平衡，

达到拮抗急性乌头碱中毒所致脑损伤的作用。

 总之，兴奋性氨基酸和抑制性氨基酸失衡可能

是导致急性乌头碱中毒脑损伤的机制之一。黄芩苷

能下调兴奋性氨基酸含量，上调抑制性氨基酸含量，

从而起到拮抗急性乌头碱中毒造成的脑损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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