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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皂甙对原发性高血压大鼠肾素一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系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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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著 · 

【摘要】 目的：探讨茶皂甙(TSP)对原发性高血压大鼠(SHR)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RAAS)的影 

响。方法：24只雄性 SHR被随机分为 4组，高血压对照组、卡托普利组 (150 mg·kg ·d )、TSP高剂量组 

(1 600 mg·kg ·d～ )、TSP低剂量组(400 mg·kg ·d )，每组 6只；另选 6只雄性 WKY(Wistar—Nyoto) 

大鼠作为正常血压对照组。每 日给予各组大鼠相应药物灌胃，高血压对照组给予等量蒸馏水。8周末，自大鼠腹 

主动脉取血 ，用于测定血浆肾素活性(PRA)、血管紧张素 I(Ang I)、Ang I、醛固酮含量；同时测定主动脉组 

织 中Ang I含量。结果：高血压对照组血浆 Ang I、AngⅡ及组织中 Ang I含量均显著高于正常血压对照组 

(P均<0．01)，而血浆 PRA及醛固酮水平有所升高，但差异无显著性。与高血压对照组相比，TSP高剂量组 

Ang I含量明显升高(P<0．O1)、Ang I和醛固酮含量显著降低(P均<0．01)；组织中的 Ang I含量显著下降 

(P<0．O1)。结论：TSP可显著升高Ang I水平，减少 Ang I生成 ，推测降压机制主要是通过影响 RAAS，发挥 

类似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 Ang I拈抗剂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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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ea saponin on renin—angiotensin system in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 YANG Hao，SHAO 

Xiang。yU Guo—hua．Department ofCardiology，Yijishan Hospital，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241001， 

Anhui，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ea saponin(TSP)on 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RAAS)in the 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HR)and to elucidate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its 

reducing blood pressure．Methods：Twenty—four male SHR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SHR 

control group，captopril group (150 mg·kg一 ·d一 )，high dose of TSP group(1 600 mg·kg一 ·d一 )，low 

dose of TSP group(400 mg·kg一 ·d一 )，and the 6 male W istar—Nyoto(W KY)rats were selected as normal 

blood pressure control group．Respective medicine was given to the rats in each group in stomach daily and 

distilled water was taken in SHR control group．After 8 weeks，blood samples were taken for determination of 

plasma renin activity (PRA)．concentrations of angiotensin I (Ang I)，Ang I，aldosterone，and Ang I in 

aorta tissue homogenate were also determined．Results：Plasma levels of Ang I，Ang I and local Ang I in 

tissue homogenate in SHR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ormal blood pressure control 

group (all P<O．O1)，while plasma levels of PRA and aldosterone in the former group were elevated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in the latter group．High dose of TSP increased Ang I 

significantly， reduced Ang I and aldosterone markedly， lessened local Ang I in tissue homogenate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ose of SHR control group(all P< O．O1)．Conclusion：TSP may increase Ang I 

and reduce Ang I markedly，so its possible mechanism in the reduction of blood pressure of SHR is due to its 

effects on RAAS，and plays a role similar to that of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or Ang I 

antagonist． 

[Key words】 tea saponin； spontaneous hypertension；renin —angiotensin system； angiotensin； 

a1dosterone 

茶皂甙(TSP)又名茶皂素、皂角苷、皂甙，属五． 

环三萜类皂甙，由甙元、糖和有机酸3个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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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布于茶叶、茶籽、茶根等部位。近年来的研究 

发现 TSP有降血压作用。q ，但 目前其降压机制尚 

不十分清楚。本实验通过观察 TSP对肾素一血管紧 

张素一醛固酮系统(RAAS)的干预作用，探讨其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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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高血压大鼠(SHR)的降压机制，为今后 TSP预 

防和治疗高血压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雄性 SHR 24只 ，雄 性 WKY(Wistar— 

Kyoto)大鼠 6只，16周龄[购于上海斯莱克实验动 

物中心，合格证号：XK(沪 2003—0003)]。大鼠分笼 

饲 养，每笼 1只，保持室温(23±2) C，相对湿度 

60 ～65 ，自由进食、饮水。 

1．2 药物、试剂 ：TSP(ig度 98 ，浙江东方茶业有 

限公司，批号：040418)；卡托普利片(中美上海施贵 

宝制药有限公司，批号：0310032)；氯胺酮(上海第一 

制 药厂，批号 ：031002)；地西泮(天津药业焦作有限 

公司，批号：030607—2)。血管紧张素 I和 Ⅱ(Ang I、 

AngⅡ)、醛固酮放射免疫试剂盒(北京北方生物所)。 

1．3 动物分组、模型制备方法和实验步骤：将 24只 

雄性 SHR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高血压对照组、 

卡托普利组(150 mg·kg ·d )、TSP高剂量组 

(1 600 mg·kg ·d )以 及 TSP 低 剂 量 组 

(400 mg·kg ·d )，每组 6只。6只雄 性 WKY 

大鼠作为正常血压对照组。所有药物用蒸馏水配置 

成所需浓 度，每 日 08：00按 10 ml／kg容 量灌 胃给 

药，高血压对照组和正常血压对照组按l0 ml／kg蒸 

馏水灌胃，每日1次，连续给药 8周。第 8周末用氯 

胺酮(50 mg／kg)和地西泮(5 mg／kg)腹腔注射麻醉 

大 鼠，自腹 主动脉 取血 5 ml；然后处 死动物 ，称取 

0．1 g主动脉组织，4 IC下制备成质量分数为 10 

的组织匀浆，离心取上清。测定 RAAS各成分时加 

入乙二胺 四乙酸 (EDTA)、二巯基 丙醇、8一羟基 喹 

啉；测定醛 固酮时加入肝素抗凝 。 

1．4 检测指标：血浆 Ang I、AngⅡ、醛固酮含量采 

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同时测定主动脉组织匀浆 

的 AngⅡ含量 ，操作步骤均严格按试剂盒说 明书进 

行。根据测定 Ang I的生成速率，计算血浆肾素活 

性 (plasma renin activity，PRA)。 

1．5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11．5软件，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z 4-S)表示，多组数据间比较采 

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和 q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血浆 PRA(表 1)：正常血压对照组血浆 PRA 

含量最低，较其他 4组低 l0 ～20 左右；高血压 

对照组 PRA含量稍高于正常血压对照组；卡托普 

利组 PRA含量明显高于高血压对照组(P<0．05)； 

TSP高、低剂量组 PRA含量虽均高于高血压对照 

组 ，但差异均无显著性 (P均>0．05)。 

2．2 血浆 Ang I(表 1)：正常血压对照组血浆 

Ang I含量均 明显低于其 他 4组 (P均<0．01)；卡 

托普利组、TSP高剂量组 Ang I含量均较高血压对 

照组显著升高(P均<0．01)，TSP低剂量组仅轻度 

上升(P>0．05)。 

2．3 血浆 AngⅡ(表 1)：正常血压对照组血浆 

AngⅡ含量显著低于高血压对照组(P<0．01)；与 

高血压对照组相比，卡托普利组、TSP高剂量组 

AngⅡ含量均明显下降(P均<0．01)，与正常血压 

对 照组接近 ，3组 间差 异无显著性 (P均 >0．05)； 

TSP低剂量组 AngⅡ含量显著低于高血压对照组 

(P<O．05)，但高于正常血压对照组、卡托普利组和 

TSP高剂量组(P均<0．05)。 

2．4 血浆醛固酮(表 1)：正常血压对照组血浆醛固 

酮含量与其他 4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P均> 

0．05)，高血压对照组略高于正常血压对照组；卡托 

普利组及TSP高、低剂量组醛固酮含量与高血压对 

照组相比明显降低(P<0．05或 P<O．O1)；TSP高 

剂量组作用略强于卡托普利组(P>0．05)，TSP低 

剂量组显著高于卡托普利组(P<0．05)和 TSP高 

剂量组(P<0．01)。 

2．5 主动脉组织 AngⅡ(表 1)：正常血压对照组组 

织 AngⅡ含量最低，高血压对照组最高，两者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P<0．O1)；卡托普利组、TSP高剂量 

组与高血压对照组相比，均能有效降低组织AngⅡ含 

表 1 各组循环中RAAS各成分及组织中AngⅡ含量的比较( 士s，n一6) 

Table 1 Comparison of components in plasma RAAS and AngⅡ levels in tissue in each group(x~s，H一6) 

注：与正常血压对照组比较： P<O．05，一 P<O．O1；与高血压对照组比较： P<O．05， P<O．O1l与卡托普利组比较： P<O．05； 

与 TSP高剂量组比较 ： P<O．05， P<0．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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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P均<O．01)；TSP低剂量组与高血压对照组相 

比，可明显降低 AngⅡ含量(P<O．05)，但显著高于 

正常血压对照组(P<0．01)。 

3 讨 论 

RAAS由肾素、Ang I、AngⅡ和醛固酮组成， 

循环 RAAS起到收缩血管、释放醛固酮、潴留水钠、 

升高血压等作用，而局部RAS除了能收缩血管和心 

肌外，还能诱发其生长和增殖“ 。 

PRA在原发性高血压以及大多数继发性高血 

压 中是升高的。本实验结果可见，高血压对照组 

PRA 比正常血压对照组高，而 3个药物干预组 

PRA含量又高于高血压对照组。卡托普利通过减少 

循环中AngⅡ，负反馈调节，使 PRA增高。TSP同 

样可使 PRA含量增高，这可能与卡托普利所引起 

的效应相同。 

Ang I在正常的血浆浓度下无生理活性，作为 

转换酶的底物，它的多少反映了生成 AngⅡ底物的 

含量。本实验结果显示：高血压对照组 Ang I含量 

比正常血压对照组显著增高。卡托普利组Ang I含 

量比高血压对照组增高的原因是因为其抑制了血管 

紧张素转换酶(ACE)的活性，致 Ang I转化减少， 

剩余增多。TSP组 Ang I含量同样升高，其原因可 

能有：①TSP同样发挥了类似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 

制剂(ACEI)的作用，因为曾有学者发现在回肠组织 

中TSP对 ACE无抑制作用 ，但是否在循环血液 

中仍能发挥抑制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②TSP可和 

Ang I竞争与ACE的结合，且 TSP剂量越大，其拮 

抗作用越强，Ang I转化成 AngⅡ的量减少，剩余就 

越多，这可能就是 TSP通过影响 RAS而降低血压 

的机制 。 

本实验还发现，循环中RAAS各成分和局部组 

织中AngⅡ在 3个药物干预组比高血压对照组均减 

低，说明TSP作为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的 

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因为在 ARB的作用下，AngⅡ 

与受体结合减少，可导致其在血中含量升高。至于 

TSP高剂量组 AngⅡ含量较卡托普利组降低，而血 

压却比卡托普利组高，一部分原因是卡托普利除了 

能减少 AngⅡ发挥降压作用外，还能增加缓激肽， 

扩张血管，使降压作用进一步加强。 

醛固酮的生成主要受 AngⅡ、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ACTH)以及体液中Na 、K 浓度调节。本实验 

结果显示，醛固酮含量和AngⅡ含量变化趋势基本 

一 致 ，说明在 RAAS中，TSP可 以通过减少 AngⅡ 

继而影响醛固酮的生成起作用；但是否通过调节 

ACTH和体液中 Na 、K 浓度两个途径减少醛固 

酮，仍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通过对循环中 RAAS各组分的检 

测，推测 TSP降压机制与其对 RAAS的干预有关， 

即可能是发挥 ACEI样作用或直接拮抗 Ang I，使 

AngⅡ生成减少，减弱其引起的血管收缩，降低总外 

周血管阻力，从而降低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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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全国中西医结合虚证与老年医学学术研讨会通知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虚证与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拟于 2007年 8月在长春召开“第九次全国中西医结合虚证与老年医学 

学术研讨会”。会议征文的主要 内容包括：①中西医结合虚证与老年病的I临床研究、实验研究 ；②中西医结合、中医老年病护 

理、治疗虚证及老年病的中药方剂研究等；③老年精神疾病的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现征文工作已结束，仍需参加者请按下列 

方式联系：长春市工农大路 1745号，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邮编：130021，塔其一教授 收；电话：0431—6816922，8856339， 

手机：13944800838~Email：taqiyi@yahoo．Qom．crl。会议具体 日期及地址另行通知。 

第六次全国中西医结合中青年学术研讨会通知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定于 2007年 5月在湖南省长沙市组织召开“第六次全国中西医结合中青年学术研 

讨会”，会期 3 d，届时将邀请著名专家及有关人士就中西医结合临床和科研思路与进展以及中西医结合关键科学问题进行研 

讨 ，并将进行青年工作委员会换届选举。会议期间颁发论文证书，参加会议代表可获得国家级 I类继续教育学分 6分。联系方 

式 ：①联系人：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焦拥政、杨戈；②联系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北线阁 5号，邮编：100053；③联系电话 ： 

010—88001245／6，传真：010—63014195／63131371；④Email：yzhjiao@126．corn，dr—yangge@yahoo．corn．cn。 

(中国中西医结合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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