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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全蝎纯化液对凝血酶所致血液凝固的影响

彭延古，黄 莺，易小民，徐爱良

(湖南中医药大学东塘校区血管生物学实验室，湖南长沙410007)

【摘要】目的探讨全蝎纯化液对凝血酶所致凝血／纤溶系统变化的影响。方法实验1：将18只SD大

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凝血酶组和全蝎纯化液组，每组6只。凝血酶组颈外静脉注射凝血酶70 U／kg，15 rain内注

完；全蝎纯化液组于注射凝血酶前腹腔注射全蝎纯化液20 mg／kg；对照组给予16 ml／kg生理盐水。于注射凝

血酶后10 min取颈总动脉血，测定血浆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时间

(TT)。实验2：将15只家兔随机分为对照组、凝血酶组和全蝎纯化液组，每组5只。实验方法同实验1，凝血酶

剂量为50 U／kg，药物均经耳缘静脉注射。于注射凝血酶后3 h经颈总动脉取血，测定血浆血栓索B：(TXB：)、

6一酮一前列腺紊F。。(6一keto—PGF。。)、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tPA)及其抑制物(PAI)含量。结果 全蝎纯化液可

明显延长APTT[(43．6士1．3)s比(28．2±0．9)s]、PT[(13．1士0．7)s比(9．8士0．3)s3、TT((19．9士1．1)s

比(13．9士0．9)s]，明显降低血浆TXB2[(56．8士23．2)ng／L比(133．4士21．3)ng／L]、PAI含量[(4．9士

0．5)kAU／L比(8．5士1．1)kAU／L]，增加血浆6-keto—PGFl。((35．3士2．5)ng／L比(21．4士2．8)ng／L]、tPA

含量[(4．6士0．9)kU／L比(2．3士0．5)kU／L]，与凝血酶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结论全

蝎纯化液可降低内、外源性凝血系统因子的活性，增加纤溶系统活性，进而抑制凝血酶的作用。

【关键词】全蝎；凝血酶，抑制作用

中图分类号：R285．5；R5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9691．2010．03．003

The effect of scorpion anticoagulant refined solution on thrombin-induced blood coagulatlon PENG Yah—gu．

HU ANG Ying，YI Xiao-min，XU Ai—liang．Vascular Biology Laboratory，Hunan Tf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Changsha 41 0007，Hunan，C^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corpion anticoagulant refined solution on thrombin—

induced blood coagulation．Methods Experiment one：18 Sprague—Dawley(SD)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normal control，thrombin and scorpion solution groups(each，n=6)．Thrombin 70 U／kg

was injected within 1 5 minutes through external jugular vein in the thrombin group．Before the injection of

thrombin，the scorpion solution 20 mg／kg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in scorpion solution group，and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1 6 ml／kg normal saline(NS)was injected．Ten minutes after the injection of thrombin，

the blood was collected from common carotid artery to detect the plasma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prothrombin time(PT)，thrombin time(TT)．Experiment tWO：15 rabbi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normal control，thrombin and scorpion solution groups(each，n=5)．The rabbits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treated by the same ways as in experiment one．The dose of thrombin was 50 U／kg，and the

way of injection was ear vein．Three hours after the injection of thrombin，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blood

was obtained，and the level of thromboxane B2(TXB2)，6-keto—prostaglandin Fl。(6一keto—PGFl。)，tissu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tPA)and its inhibitor(PAI)were detected．Results Scorpion refined solution could

obviously prolong theAPTT((43．6士1．3)s vs．(28．2±0．9)s3，PT((13．1±0．7)s vs．(9．8±0．3)s3，

TT[(19．9士1．1)s vs．(13．9士O．9)s)，and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concentration of TXB2((56．8士

23．2)ng／L vs．(133．4士21．3)ng／L3 and PAI((4．9士0．5)kAU／L vs．(8．5士1．1)kAU／L]，increased the

concentration of 6-keto—PGFl。[(35．3士2．5)ng／L vs．(21．4士2．8)ng／L；and tPA[(4．6士0．9)kU／L vs．

(2．3士O．5)kU／L]，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rombin group(all尸<O．01)．
Conclusion Scorpion refined solution can lower the activities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coagulation system

factors and enhance the activity of fibrinolytic system。thus it may inhibit the action of thrombin．

[Key words]Scorpion；Thrombin；Inhibition effect

血栓一栓塞性疾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

抗凝、抗血栓药物是治疗此类疾病比较有效的方

法‘¨。全蝎是一味传统的中药，具有熄风镇痉、祛风

攻毒等功效‘2|，目前多用于急性惊风、中风面瘫、破

伤风痉挛等症，这类疾病常与体内血小板活化、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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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形成等高凝状态，乃至血栓形成有密切关系，因而

抗凝、抗血小板成为治疗这类疾病的重要手段。本实

验中从凝血、纤溶等方面研究全蝎纯化液对凝血酶

所致血液凝固的影响，报告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材料及试剂：全蝎购自湖南省医药公司，

经水煮醇沉、凝胶过滤、离子交换层析等分离纯化过

程将其制备成注射剂。雄性SD大鼠200"-'220 g，新

西兰白兔1．8---2．0 kg，雌雄不拘，购自湖南省东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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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科技服务部。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时间(TT)、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tPA)及其抑制物(PAI)试

剂盒购自上海太阳公司；血栓素B：(TXB。)、6一酮一前

列腺素F，。(6一keto—PGF。。)放射免疫法检测试剂盒

购自苏州医学院。

1．2实验方法

1．2．1全蝎纯化液对凝血酶所致大鼠凝血指标变

化的影响：将18只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3组，每组6只。①凝血酶组：腹腔内注入生理盐水

16 ml／kg后15 min，颈外静脉注射凝血酶70 U／kg，

15 min内注完。②全蝎纯化液组：腹腔内注射全蝎

纯化液20 mg／kg后15 rain，颈外静脉注射凝血酶

70 U／kg，15 min内注完。③对照组：腹腔内和颈外

静脉各注射16 ml／kg生理盐水。各组注射凝血酶后

10 rain，从颈总动脉插管取血，测定血浆APTT、PT

及TT。

1．2．2全蝎纯化液对凝血酶所致家兔血浆TXB。、

6-keto—PGF，。、tPA及PAI变化的影响：将15只家

兔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5只。①凝血酶

组：耳缘静脉注射生理盐水16 ml／kg后15 min，再

注射凝血酶50 U／kg，15 min内注完。②全蝎纯化液

组：耳缘静液注射全蝎纯化液20 mg／kg后15 min，

再注射凝血酶50 U／kg，15 min内注完。③对照组：

耳缘静脉注射16 ml／kg生理盐水。各组注射凝血酶

后3 h，从颈总动脉取血，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浆

TXB。、6一keto—PGF，。水平，用发射底物分析法测定血

浆tPA、PAI水平，PAI以活性单位AU表示。

1．3统计学方法：用SPSS 10．0软件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土标准差@士s)表示，组间比较用t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 全蝎纯化液对凝血酶所致大鼠凝血指标变化

的影响(表1)：凝血酶组APTT、PT和TT均较对

照组明显缩短(均P<0．01)；而全蝎纯化液组则能

使缩短的APTT、PT和TT明显延长，与凝血酶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说明全蝎

纯化液对外源性凝血系统和内源性凝血系统均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

2．2全蝎纯化液对凝血酶所致家兔血浆TXB。、

6-keto—PGF。。、tPA及PAI变化的影响(表2)：家兔

注入凝血酶后，血浆TXB。、PAI含量明显升高，

6-keto—PGF。。、tPA含量明显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而全蝎纯化液组

TXB。、PAI含量明显低于凝血酶组，6-keto—PGF。。、

tPA含量明显高于凝血酶组(均P<0．01)，且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说明全

蝎纯化液对血小板活化具有抑制作用，并能增强纤

溶活性。

裹1全蝎纯化液对凝血酶所致大鼠

APT、PT、和TT变化的影响(；士s)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1；与凝血酶组比较，6P<0．01

表2全蝎纯化液对凝血酶所致家兔血浆TXB。、

6-keto—PGFl。、tPA及PAI变化的影响(i士$)

注：与对照组比较，8P<0．01f与凝血酶组比较，6P<0．01

3讨论

正常机体内凝血与抗凝血保持动态平衡，血液

成分的改变，如血小板质和量的变化，凝血因子的增

减或纤溶系统活性的高低，均可影响这种平衡。当血

小板或凝血因子增多或纤溶活性降低时，可使血流

呈高凝状态，使凝血机制较正常情况时易受到触发，

从而有血栓形成的倾向。目前已经明确，血栓形成与

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及内皮一血小板功能紊乱的关系

密切。

tPA及PAI是反映纤溶的主要指标，同时可反

映血管内皮功能，是调节纤溶系统功能的关键物

质D’4]。tPA使纤溶酶原活化为纤溶酶，而PAI则对

tPA有快速高效的抑制作用[5]。tPA活性降低，PAI

活性升高，可致血栓形成[6]，所以tPA和PAI的平

衡决定纤溶系统的功能。TXB。和6-keto—PGF。。是花

生四烯酸的两种产物，在体内具有很高的生物活

性[7]。而反映机体内皮一血小板功能的物质为前列环

素(PGI：)、TXA。，这一对互为拮抗的物质在调节血

管舒缩、血小板聚集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PGI。／TXA。含量平衡与否，与血栓形成有极大的联

系。本研究表明，凝血酶刺激时TXB：、PAI含量升

高，血小板处于活化状态，而全蝎纯化液能明显降低

这些物质的含量。这可能与全蝎纯化液可通过抑制

血小板活化而起到抗凝、抗血栓形成的作用有关。

PGI：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和扩血管作用，其代谢产

万方数据



·140‘ 生垦±堕堕堕金鱼垫盘查!!!!生!旦箜!!鲞箜!塑￡坠呈』!垦丛婴丛璺!i!堡!堡!丛!z!!!!!y!!：!!!婪!：!

物为6-keto—PGF。。。tPA能使纤溶酶原激活为纤溶

酶，继而纤维蛋白水解。研究表明，tPA的分泌与释

放是维持循环中血栓形成和溶解的重要因素[8‘9]。本

结果表明，全蝎纯化液能增加血浆中6-keto—PGF。。

和tPA的含量，表明其血管内皮细胞释放抗凝促纤

溶生物活性物质的作用增强，从而抑制凝血酶，增加

血管内皮细胞抗血栓能力。

凝血过程为一系列的酶促反应，包括内源性凝

血系统、外源性凝血系统及其共同途径。内源性凝血

系统和外源性凝血系统两者最终都要通过激活因子

x，形成凝血酶激活物，使凝血酶原转变成凝血酶，

从而使血液凝固[10|。故凝血酶的形成为内源性凝血

系统和外源性凝血系统的共同途径，抑制凝血酶活

性是防治血栓性疾病的重要方法之一。APTT和

PT分别反映内源性凝血系统和外源性凝血系统的

活性，而TT反映的是凝血酶活性。本研究结果表

明，全蝎纯化液具有延长APTT、PT、TT的作用，

说明其对内源性和外源性凝血途径都具有抑制作

用，其作用环节可能是在两者的共同途径，即对抗凝

血酶的活性。提示此抑制作用可能在抗血栓中起重

要作用。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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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研究》一书发行

曹尔澄，李银平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杂志社，天津300050)

近日，由“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编辑出版的《开国将士风云录》中收录了一位在中国中西医结合领域享有很高声誉的

教授事迹，他就是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中西医结合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负责人，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我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李恩教授。2009年12月，《李恩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研究》一书由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出版，该书的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我国的中西医结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前辈们做了大量工作，季钟朴、邝安、吴咸中、陈可冀、沈自尹、吕维伯、尚

天裕、祝湛予、张伯礼等一大批著名专家，都为推动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虽然前辈们取得的成绩是巨大

的，但是，现在医学界仍然还在争论着什么叫中西医结合、中西医能不能结合、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怎么搞中西医结合等问

题。产生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把中西医结合看成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门医学学科。方法学可以有所不同，有多种

看法是完全正常的。但作为一门医学学科，必须从这个科学的本质和任务来认识它。通过历代中西医结合工作者50多年的临

床实践和反复认证研究，有些问题得到了比较清晰的回答。《李恩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研究》一书也尝试着在这方面做出了一

些回答。

《李恩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研究》一书在回顾中西医结合50年发展历史的同时，也展望了中西医结合未来的发展前景。该

书的核心内容为“走上中西医结合之路；中西医结合研究思路与方法论；高等学校教学改革与中西医结合教育；教书与育人；

中西医结合科学普及；著书立说，传播医学；中医学与中西医结合医学展望”7个篇章，共有209篇文章。全书的每个篇章开头

都有篇首导读，介绍该篇的主旨、内容、背景、意义、目的等。

《李恩中西医结合学术思想研究》是一部科学、全面总结及论述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领域成就的著作。该书在大量的

理论论证、科学研究和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在学术界明确提出了中西医结合是完整的医学学科的观点，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研

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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