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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麦冻干剂对猫心肌梗死的保护作用 

朱深银，周远大，何海霞 

(1．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药理研究室，重庆 400016) 

【摘要】 目的：评价参麦冻干剂型用于心肌梗死猫心肌保护作用的有效性。方法：采用冠状动脉结扎法制 

备 猫心肌梗死模型。随机将动物分为心肌梗死模 型组 (给予 4 ml／kg生理盐水)、参麦冻 干剂大 剂量组 

(1．76 g／kg)、参麦冻干剂小剂量组(O．88 g／kg)、参麦注射液组(O．88 g／kg)和硝酸甘油组(O．44 mg／kg)5组。 

观察各组动物平均动脉压(MAP)、6个胸前导联 ST段抬高的总和 (EST)、室性心律失常发生数、血清中肌酸 

激酶(CK)和乳酸脱氢酶(LDH)活性及心肌梗死范围的影响。结果：参麦冻干剂能增加心肌梗死猫的 MAP，降 

低 EST和心律失常发生数，缩减心肌梗死范围，降低 CK和LDH活性，与心肌梗死模型组比较 ，上述各指标差 

异均有显著性(尸<0．05或P<0．01)；与参麦注射液和硝酸甘油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结论 ：参麦冻干剂能 

改善心肌梗死猫的心功能，对受损的心肌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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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effect of Shenmai lyophilized preparation(参麦冻干剂)o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cats 

ZHU Shen—yin，ZHOU Yuan—da，HE Hai—xia．Department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Chongqing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Chongqing 40001 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Shenmai lyophilized preparation(SMP，参麦 

冻干剂)o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in cats．Methods：AMI cat model was induced by ligation of the 

left coronary artery for 4 hours．C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AMI group(4 ml／kg of normal 

saline)，large dose SMP group(1．76 g／kg)，small dose SMP group(O．88 g／kg)，Shenmai injection(参麦注 

射液)group(O．88 g／kg)and nitroglycerine group(O．44 mg／kg)．Drugs were given 5 minutes after the left 

coronary artery ligation．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and ventricle cardiac arrhythmia were monitored by 

multichannel biological signal analytical system．Multi—lead EST on chest was recorded by cardiofax after 

myocardial ischemia for 4 hours．the area of AM 1 was measured by dyes with triphenyl tetrazolium chloride 

(TTC)． Changes of creatine kinase (CK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in serum were assayed by 

colorimetric assay．Results：SMP at the dosage of 0．88 and 1．76 g／kg increased MAP，decreased EST and 

incidence of ventricle cardiac arrhythmia in cats with AMI，shrank the area of AMI and decreased the LDH 

content and CK activity in serum，respectively compared to the AMI group，the differences being significant in 

the above—mentioned parameters(尸< 0．05 or P< 0．01)；compared to the Shenmai injection group and 

nitroglycerine group，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ignificant．Conclusion：SMP can improve effectively the heart 

function and has protective effect on the cat with 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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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麦注射液是由古方“参麦饮”经现代科学方法 

研制而成的中药注射液，有益气生津、固脱复脉之功 

效，是中药治疗“气血两虚”的传统药物，临床常用于 

治疗休克、充血性心力衰竭(心衰)、心肌梗死、心肌 

炎等病症“ 。但该剂型稳定性不好，影响其疗效，同 

时可使不良反应增加H 。为提高该剂型的稳定性，将 

其制成冻干制剂。本实验拟通过结扎猫冠状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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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造成心肌梗死模型，与临床常用的参麦注射 

液进行比较，观察参麦冻干剂抗急性心肌缺血的作 

用，验证其疗效，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参麦冻干剂由等量人参和麦冬分别 

经乙醇提取精制后低温冷冻灭菌分装，每支 0．4 g 

生药，静脉注射(静注)时用生理盐水稀释；参麦注射 

液，每支 1O ml，含人参和麦冬各 100 g／L；硝酸甘油 

注射液；氯化三苯四唑(TTC)使用时用 0．2 mol／L 

磷酸盐缓冲液(PBS，pH7．4)配制成质量分数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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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溶液。肌酸激酶(CK)及乳酸脱氢酶(LDH)试剂 

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供。 

1．2 心肌梗死动物模型制备及分组：选择普通家猫 

30只，雌雄兼用，雌者未孕，体重 2～5 kg，重庆医科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戊巴比妥钠(45 mg／kg)腹 

腔注射麻醉，仰卧位固定，分离股动、静脉，插入充满 

肝素生理盐水(500 kU／L)的动、静脉导管备用；将 

股动脉插管连接于压力传感器，并将针状电极插入 

左、右胸侧及下腹皮下，连接 MPA—V型多道生物 

信号分析 系统，记 录结扎前后猫 的平均动脉压 

(MAP)及给药 10 min后 5 min内室性心律失常的 

发生数。参照文献(53方法在胸骨左端第 4肋处打开 

胸腔，行人工呼吸，剪开心包膜，结扎左冠脉前降支 

和与其相连的吻合支，缝合胸壁，停止人工呼吸。用 

针状电极插入第 4肋间胸骨左右及上下各 1 cm范 

围标定 6个点，心电图机描记结扎后和给药后不同 

时间胸前多导联心电图。模型成功后将猫随机分为 

5组，每组 6只：模型组(给等量生理盐水，4 ml／kg)， 

参 麦 冻 干剂大 剂量 组 和小 剂量 组 (药物 剂量 

1．76 g／kg和o．88 g／kg)，参麦注射液组(药物剂量 

0．88 g／kg)，硝酸甘油组(药物剂量0．44 mg／kg)。 

各组均在结扎冠脉后 5 rain分别通过股静脉给予相 

应药物(f4为 4 ml／kg)。 

1．3 实验方法 

1．3．1 心肌梗死猫血清中CK和 LDH活性测定： 

结扎猫冠脉 4 h后，从股动脉取血，收集血液，静置 

于4℃，2 h后 770×g离心5 rain，取血清，用CK和 

LDH试剂盒按照操作规程测定(CK为肌酸显色法， 

LDH 为比色法)。 

1．3．2 猫心肌梗死范围测定：将猫冠脉结扎 4 h后 

取出心脏，用冰生理盐水冲洗残血，沿冠状沟除去心 

房和血管，用滤纸吸去水分，称全心室重量；然后将 

其置于一2o C冰箱 1o min，沿房室沟从心尖到心基 

部平行将心室切成等厚的 5～6片，置质量分数为 

1 9，5的TTC溶液中，37 C恒温水浴中温孵15 min染 

色；染后立即用 PBS冲去多余染料，置于体积分数 

为 10 的甲醛中固定 10 min。染色结果 ：梗死 区不 

着色，非梗死区被 TTC染成红色。分离心肌片中梗 

死区，称重，计算梗死心肌(湿重)占全心室(湿重)的 

构成 比 。 

1．4 统计学处理：结果用均值±标准差( ±5)表 

示，各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及 g检验，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参麦冻 干剂对 心肌梗死 猫 MAP的影响 

(表 1)：给药后 30 min，参麦冻干剂能阻止 MAP的 

降低，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IO．05)。提示 

参麦冻干剂有升高心肌梗死猫 MAP的作用。 

2．2 参麦冻干剂对心肌梗死猫室性心律失常和胸 

前多导联 ∑ST的影响(表 2，表 3)：与模型组比较， 

参麦冻干剂组在给药 10 min后，其5 min内室性心 

律失常发生数明显减少，∑ST升高幅度明显降低 

(尸<0．05或P<0．01)，提示参麦冻干剂能减轻心肌 

缺血，减少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 

表 2 参麦冻干剂对心肌梗死猫室性心律失常 

和心肌梗死范围的影响G-+s，，l一6) 

Table 2 Effect of Shenmai lyophilized preparation 

on ventricle cardiac arrhythmia and the area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ats( ± ，，l一 6) 

注t与模型组比较： P<0．05，～P<O．Ol 

2．3 参麦冻干剂对心肌梗死范围的影响(表 2)：与 

模型组比较，参麦冻干剂能明显缩减心肌梗死范围， 

提示参麦冻干剂对缺血心肌有保护作用。 

表 1 参麦冻干剂对心肌梗死猫 MAP的影响( 土 ，n=6) 

Table 1 Effect of Shenmai lyophilized preparation on MAP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ats(x+s，，l一6) 

注：与模型组同时问点比较： P<O．05，一 P<O．01；与硝酸甘油组同时间点比较： P<O．05~MAP下降百分率 (结扎前 MAP一结扎后 

或给药后 MAP)／结扎前 MAP×1ooN；l mm Hg=0．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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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参麦冻干剂对心肌梗死猫胸前多导联 ECG sT的影响( 士 ，n一6) 

Table 3 Effect of Shenmai lyophillzed preparation on multi—lead ST on electrocardioIogy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ats( 士 。n一6) mV 

注：与模型组比较： P<O．05，一P<0．01I=sT为 6个胸前导联ST段抬高的总和 

2．4 参麦冻干荆对心肌梗死猫血清 CK和LDH活 

性的影响(表 4)：与模型组比较，参麦冻干剂组血清 

CK和LDH活性明显降低(P<O．05或 P<o．O1)。 

提示参麦冻干剂能减少心肌细胞受损数量，减少血 

中CK和LDH，对缺血心肌细胞有保护作用。 

表 4 参麦冻干剂对心肌梗死猫血清 CK和 

LDH活性的影响( 土s，n一6) 

Table 4 Effect of Shenmai lyophilized preparation 

on serum LDH and CPK activity in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ats( 士 ，，l一6) kU／L 

注 ：与梗型组 比较 ； P<O-05，一 <O·Ol 

3 讨 论 

参麦冻干剂中的中药有效成分为人参皂甙、麦 

冬皂甙、麦冬黄酮等。研究表明：人参通过促进儿茶 

酚胺的释放和抑制心肌细胞膜 Na 一K 一ATP酶 

的活性而影响Na K 和 Na 一Ca。 交换，使 Ca抖 

内流增加，从而增强心肌收缩力“ }心衰时，机体交 

感神经兴奋，缩血管活性物质释放增多，引起外周血 

管收缩。而参麦注射液能改善心衰大鼠左室舒缩 

功能，降低血浆血管紧张素 Ⅱ(AngⅡ)和内皮素水 

平 。钱健等 报道，参麦注射液通过抑制细胞外 

钙流入细胞内和细胞内钙的释放，而抑制苯肾上腺 

素和氯化钾对大鼠胸主动脉血管环所引起的收缩作 

用。由此可见，参麦注射液通过减少缩血管活性物质 

释放，抑制缩血管物质对血管的收缩作用，减轻外周 

血管的收缩，降低外周射血阻抗，改善血流动力学。 

本实验中也发现，参麦冻干剂同参麦注射液一样能 

阻止心肌梗死猫 MAP下降，与张虹等曲 报道参麦 

注射液能改善急性心肌梗死后低血压状态一致。 

参麦制剂能扩张冠脉，增加缺血心肌血供，减慢 

心率，降低心肌耗氧量，提高心肌耐缺氧能力，改善 

心肌代谢作用。扩张冠脉可能与参麦能升高心肌组 

织 N0水平有关 。马沛然等 n报道参麦注射液能 

减轻过氧化氢所致心肌细胞损害，稳定心肌细胞膜 

作用，减少胞内酶的外漏。本研究中也发现参麦冻干 

荆和参麦注射液使心肌梗死猫胸前多导联 ∑ST显 

著降低 ，室性心律失常发生减少，心肌梗死范围缩 

减，血清 LDH和CK活性降低，与文献报道的结果 
一 致∞ ，证实参麦冻干剂具有抗心肌缺血作用。 

综上所述，参麦冻干剂同参麦注射液一样，能增 

加心肌梗死猫的血压，减轻心肌缺血程度，降低心律 

失常发生率，保护受损的心肌。说明冻干剂型用于临 

床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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