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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酒速愈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肝脏氧化酶的影响 

杨牧祥，王志波，于文涛，徐华洲，胡金宽，张旭升 

(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 目的：观察中药酒速愈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肝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0D)、过氧化氢酶(cAT)活 

性及丙二醛(MDA)含量的影响。方法：采用乙醇体积分数为 56 的红星二锅头灌 胃建立急性酒精中毒小鼠模 

型。8O只健康昆明种小 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酒速愈高剂量组 、酒速愈低剂量组和葛花 

解酲汤组，每组 16只。各组于给药后 6 h分别检测小鼠肝组织 S0D、CAT活性和 MDA含量。结果：与正常对 

照组 比较 ，模型组小 鼠肝组织 MDA含量明显升高(尸<0，01)，SOD和 CAT活性均明显降低 (尸均<0．01)； 

与 型组比较，各治疗组均可升高小鼠肝组织 SOD和 CAT活性(P<0，05或 P<0．01)，并可降低 MDA含量 

(尸<0．05或 尸<0．01)；与葛花解酲汤组 比较，酒速愈高、低剂量组小鼠肝组织 CAT活性均明显升高(尸均< 

0．05) 结论：酒速愈能显著升高模型小鼠肝组织 S0D和 CAT活性，降低 MDA含量，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 ，具 

有抗氧化作用，从而通过调节和改善 自由基代谢，减轻急性酒精中毒对肝脏的氧化损伤。 

【关键词】 酒速愈；酒精中毒，急性；超氧化物歧化酶；丙二醛；过氧化氢酶；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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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usuyu(酒 速愈 )on oxygenase in liver tissue of mice with acute 

alcoholism YANG Mu—xiang，w ANG Zhi bo。YU w e —tao，xU H ua-zhou，H U Jin—kuan。Z H ANG 

Xu-sheng，ttebe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ollege，Hebei Medic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050091， 

Hebei，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usuyu (酒 速 愈)on 

activities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0D)and catalase (CAT)，as well as the content of malondialdehyde 

(MDA)in liver tissues of mice with acute alcoholism．Methods：The models of acute alcoholism mice were 

established by drinking 56 Hongxing Erguotou(红 星二锅头)drink．Eighty healthy Kunming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model group，high Jiusuyu dosage group，low Jiusuyiu dosage group and 

Gehua Jiecheng decoction(葛花解酲汤)group，with 16 animals in each group，The SOD，CAT activities and 

the content of MDA in liver tissues of each group were detected 6 hours after treatment，Results：The content 

of MDA in liver tissues of the model group was increased(尸< O．O1)，and the activities of SOD and CAT were 

decreased in liver tissues of the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all P< 0，01)．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the activities of S0D and CAT in the liver tissu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s were 

ncreased(P<O．01 or P<0．05)．the content of MDA in liver tissues of each treatment group was decreased 

(尸<O．05 or P<0．01)．Compared with Gehua Jiecheng decoction group，the activities of CAT in liver tissues 

of high Jiusuyu dosage and low Jiusuyu dosage groups were increased (both尸< 0．05)．Conclusion：Jiusuyu 

could improve the SOD and CAT activities and decrease the content of MDIA in liver tissues and eould repress 

the lipid peroxidation．so it could relieve the oxidative injury of liver tissues from acute alcoholism by 

regulating and improving the oxygen free radical metabolism． 

[Key words] Jiusuyu；acute alcoholism；superoxide dismutase；malondialdehyde}catalase；free radicals 

急性酒精中毒是指由于饮酒过量，致使乙醇在 

体内吸收过多，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由兴奋转为抑 

制的状态。该病不仅对患者健康危害较大，而且极易 

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目前，对本病主要采用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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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静脉滴注(静滴)配合对症治疗，虽能较快促使患 

者清醒，但对乙醇代谢无确切影响，因此患者清醒后 

仍存在各种不适症状n 酒速愈为临床有效中药组 

方 ，本课题组前期工作已进行了相关的实验研究，证 

实该方药对急性酒精中毒有较好的疗效曲 。本研究 

中旨在通过观察中药酒速愈对急性酒精中毒小鼠肝 

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活 

性和丙二醛(MDA)含量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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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和改善自由基代谢，减轻急性酒精中毒对肝脏 

氧化损伤的作用机制，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1．1．1 动物：健康昆明种小鼠 8O只，雌雄各半，体 

重 24～28 g，由河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 

号 ：DK0411—0110)。 

1．1．2 药物：治疗药物为酒速愈：由葛花、枳子、葛 

根、竹茹、枇杷叶、人参、绞股蓝、麦冬等中药组成，购 

自石家庄乐仁堂药房，经河北医科大学中药系鉴定 

符合国家药典标准。使用前水煎，分别浓缩成含量为 

1．62 kg／L和 3．24 kg／L的混悬液 对照组药物为 

葛花解酲汤，按《脾胃论》组方与药量配制，使用前水 

煎浓缩成含量为 1．31 kg／L的混悬液 

1．1．3 主要试剂：乙醇体积分数为 56％的红星二 

锅头(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批号：041028)，SOD、 

MDA、CAT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批号 ：041106)。 

1．1。4 主要仪器：1一l5K型高速冷冻离心机(美国 

Sigma公司)，电热恒温水箱(天津泰斯特公司)，分 

析天平(A8 ．Company．Limited．Tokyo Japan)，半 

自动生化分析仪(德国豪迈公司，Humalyzer2000型)。 

1．2 实验方法 

1．2．1 动物分组及给药：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小鼠 

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灌服等容积生理盐水)、酒 

速愈低剂量组(灌服酒速愈生药 16．2 g／kg)、酒速 

愈高剂量组(灌服酒速愈生药 32．4 g／kg)、葛花解 

酲汤组(灌服葛花解醒汤生药 13．1 g／kg)5组，每组 

16只。 

1．2．2 模型制备与取材：各组小鼠禁食 12 h，除正 

常对照组外，均 以 14 ml／kg红星二锅头酒灌 胃， 

30 min后各组分别给予治疗药物，模型组灌服等容 

积生理盐水。给药 6 h后断头处死小鼠，迅速剖腹取 

出肝脏，冰生理盐水冲洗、滤纸吸干后，称取湿重 

0．3 g左右，冰浴下制备质量分数为 1O 9，5的组织匀 

浆，3 000 r／min(半径 15 cm)离心 15 min，取上清， 

一

2O℃以下保存，留作 SOD、MDA、cAT检测。 

1．2．3 指标检测 ：SOD测定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 

CAT测定采用可见光法，以上所测值均用蛋白含量 

校正，即以每克蛋白中所含酶活性表示；MDA测定 

采用硫代巴比妥酸(thi0barbituric acid，TBA)比色 

分析法，即以每克蛋白中所含量表示。 

1．3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0．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结果以均数土标准差( 士 )表示 ，单因素方 

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中药酒速愈对急性酒精 中毒小 鼠肝组织 

SOD、CAT活性的影响(表 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模型组小鼠肝组织 SOD、CAT活性明显降低，差异 

均有显著性(P均<O．01) 与模型组比较，各治疗组 

均可升高小鼠肝组织 SoD、CAT活性，差异也均有 

显著性(P<O．05或 P<0．01)；各治疗组之间比较， 

小鼠肝组织SoD活性差异无显著性(P>O．05)，而 

酒速愈高、低剂量组肝组织 CAT活性较葛花解醒 

汤组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显著性(P均<O．05)。 

2．2 酒速愈对急性酒精 中毒小 鼠肝组织 MDA 

含量 的影响(表 1)：与正常对照组 比较，模型组小 

鼠肝组织MDA 含 量 明显 升 高，差异 有 显 著 性 

(P<0．01)；与模型组 比较，各治疗组均可降低小 

鼠肝组织MDA含量，差异均有显著性(P<O．05或 

P<0．01)；各治疗组之间比较，小鼠肝组织MDA含 

量差异无显著性(P>0．05)。 

3 讨 论 

中医学认为，酒性热而气悍，饮酒过量，酒毒蓄 

积，痰热内蕴，气阴两伤，肝、胃等脏腑受损所致 急 

性酒精中毒的病理特点是病势较急，实中夹虚 故治 

疗当以清解酒毒为主，辅以清热化痰、益气养阴。我 

们经多年临床验证，筛选出葛花、枳子、葛根、竹茹、 

枇杷叶、人参、绞股蓝、麦冬等药物，研制成“酒速愈” 

用于急性酒精中毒的实验与临床研究。方中葛花、枳 

子、葛根清解酒毒，为治疗酒精中毒之要药，现代研 

究表明，葛花、枳子可促进乙醇在体内代谢，降低血 

裹 1 各组小鼠肝组织SOD、CAT活性殛 MDA含量比较( 士 ) 

Table 1 Comparison of SOD，CAT activity and M DA content in hepatic tissues of rats in each group(x~s) 

注：与模型组比较：。P<0．05，一P<O．01I与葛花解酲汤组比较： 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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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乙醇浓度；葛根具有明显的抗氧化作用，可减轻急 

性酒精中毒所致的肝脏损伤和中枢神经系统异常， 

以治其本，故为君药；竹茹、枇杷叶清热化痰、降逆止 

呕，有效减轻急性酒精中毒引起的胃肠道反应，以治 

其标，二者共为臣药；佐以人参、绞股蓝、麦冬益气养 

阴，人参可增强乙醇脱氢酶(ADH)和乙醛脱氢酶 

(ALDH)的活性，加速乙醇在体内的代谢0 。诸药合 

用，全方共奏清解酒毒、清热化痰、益气养阴之功效。 

肝脏在各类物质的代谢中起重要作用，亦是容 

易生成 自由基及过氧化脂质的场所 。许多研究显 

示；肝组织细胞的损伤与自由基毒性反应关系极为 

密切 。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体内少量乙醇可在 

ADH和 ALDH作用下代谢生成 CO 和 H 0排出 

体外。但如果一次过量的饮酒，使乙醇在体内不能及 

时氧化代谢，乙醇则可通过酶或非酶系统产生氧自 

由基，引起脂质过氧化，并形成脂质过氧化物 。有 

研究表明，给大鼠服用过量乙醇会导致肝脏损伤，其 

损伤机制之一就是通过激活氧分子，使肝组织发生 

脂质过氧化。乙醇的脂质过氧化作用可直接损害肝 

细胞膜，导致肝脏出现一系列功能紊乱订 。中药酒速 

愈能有效地减轻急性酒精中毒时肝脏的氧化损伤， 

保护肝细胞。 

MDA是脂质过氧化反应的最终代谢产物，其 

含量高低可以反映机体脂质过氧化水平，在一定程 

度上间接反映细胞损伤的程度 。s0D是体内重 

要的氧 自由基清除酶，而 CAT则是体内一个重要 

的抗氧化酶。因此，本研究中通过检测急性酒精中毒 

模型小鼠肝组织中SOD、CAT活性及 MDA含量的 

变化，并采用中药有效方酒速愈进行治疗，进一步证 

实了自由基在急性酒精中毒时对肝脏的损伤作用， 

验证了酒速愈能够减轻急性酒精中毒对肝脏的氧化 

损伤。 

有研究表明，用活血化瘀中药制剂复方丹参注 

射液治疗急性重度酒精中毒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可 

解除中枢抑制，催醒，改善脑、肝、肺、肾等重要器官 

的血液循环 ，扩肝、促进乙醇代谢及排泄，其治疗效 

果明显且显效时间快，对年龄偏大、心功能不全及有 

肝病患者尤为适宜n∞。本研究结果显示，以清热化 

痰、益气养阴为主要治法的组方酒速愈能有效地阻 

止急性酒精 中毒小 鼠肝组织 SOD、CAT耗竭和 

MDA升高，具有调节和改善 自由基代谢，减轻肝脏 

氧化损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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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l1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危重病急救医学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拟于 2006年 1O月在海南省海 1：3市召开第 11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危重病急救医 

学学术会议。主要内容：①国内脓毒症基础研究、临床诊断及治疗研究成果 ；②介绍脓毒症国际、国内研究的新进展 ；⑧讨论、 

交流脓毒症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成果 ；④交流、推广急救医学领域的各项成果；⑤介绍国际和国内危重病、急救医学的研究动 
态、进展和成果。 

征文内窖 ：西医、中医 中西医结合内科、外科 、儿科、妇科、神经科、麻醉科、急诊科、ICU、医学检验、医学影像、窥镜、创伤 、 

烧伤、微创治疗及护理等专业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论文}感染、非感染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并发脓毒症、多器官功能障 
碍综合征(MODS)、临床监测新技术、急救用药、急诊、ICU质量控制标准、急救医学管理和危重病急救医学领域循证医学方面 

的论文 

征文要求：全文 3 000宇以内 (附 500字摘要，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尽量以电子信件方式发出，并于发出后 72 h 

内确认是否收到。也可邮寄全文及摘要各 l份。征文截止时间：2006年 5月 31日(以邮戳为准)。邮寄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睦 

南道 122号，天津市天和医院急救中心}联系人 ：乔佑杰，夏欣华；邮政编码 ：300050。Email：youjieq@yahoo．com。联系电话 { 

(022)23042O84，23042098，13207663933；传真：(022)23114748。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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