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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珍珠粉对 D一半乳糖或臭氧所致衰老模型小鼠的抗氧化作用 

李 端 徐 翔 李 丹 孙建I：i；i 吴佩君 卢 静 

(上海医科^学药学院药理教研室 上海200032) 

提要 小文scD-半乳耱 40mg／'kg-d×40d或在是氧(0．53±0．12mg／m )环境中动式染毒 8h／d×15d 

过戒亚惠性衰老模型。与此同时ig水孵垮珠柠溶液50、100或200mg／kg·d。结果毒．明，与D一半乳糖组相比， 

水解垮珠柠 100、200mg／kg可显著提 高全血 GSH—Px的活性，200mg／kg可显著降低血清 MDA 的含量， 

100、200mg／kg可以显著降低心脏脂褐素的含量。3个荆量均可显著降低脑稿褐素的音量。与是氧组相比，垮 

珠柠 3个剂量组均可显著提高全血 GSH—Px的活性，100、2OOmg／kg可显著降低血清 MDA的含量，10Omg／ 

kg组能量著降低肝脂褐素含量，心脑脂褐素含量的韭化不显著． 

关键调 珍珠粉；D一半乳辕F臭氧{MDA；GSH—Px{脂揭素 

珍珠为珍珠贝科或蚌科动物所分泌，是传统中 

药之一，有滋阴补肾，宁一5-安神功效。中医原用其粉 

末入药。珍珠经处理可制咸水溶性良好的水解珍珠， 

因增加了珍珠中有效成分在水中的溶解度，提高人 

体的吸收。我们曾发现珍珠粉能提高正常小鼠全血 

GSH—Px活性，降低血清 MDA的古量，降低组织脂 

褐素。报道 半乳糖或臭氧所致损害与自然衰老变 

化相似0 】，为此，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水解珍珠粉对 

D一半乳糖及臭氧所致小鼠衰老模型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动物 昆明种小鼠，雌雄各半，由上海医科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1．2 药品 水解珍珠粉，由上海医科大学红旗药 

厂提供。称取一定量以蒸馏水配成 0 5 、1 、2 

三种不同浓度溶液。 

1 1-3 试剂 D一半乳糖，上海试剂二厂出品，批号 

880309。答胱甘肚(还原型)冲 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 

学研究所产品，批号 8805114 5，5‘一二硫对二硝基苯 

甲酸(DTNB)，Roth公司产品，批号 2750400。硫代 

巴比妥酸(TBA)，上海试剂二厂产品．批号 911102。 

1，1，3，3一四乙氧基雨烷(TEP)，Fluka公司产品．标 

准应用液以甲醇配制 10~mol／L TEP溶液。其它试 

剂均为分析纯。 

1．】 4 仪器 扫立 F一3000型荧光分光光度计；721 

分光光度计；臭氧发生器。 

1．2 方法 

1．2．1 动物处置 小鼠随机分组，每组 10只，雌雄 

各半。D一半乳糖组小鼠体重 24+ag，sc 40mg／kg，连 

续 4O天F臭氧组小鼠体重 34士 ，臭氧吸入 8h／d， 

连 续 15天。珍 珠粉溶液与造模同时 ，对照 ig 

o．2％CMC。 

1．2．2 臭氧染毒 将小鼠置于染毒拒内，动式染毒 

8h／d×1 5d，通过臭氧发生装置将一定量臭氧送入染 

毒拒内t通过抽风装置保持一定通风流量。每天测定 

臭氧浓度 2～4次，染毒柜内平均温度 20。C，平均湿 

度 7O ，臭氧平均浓度 o．53士0．13mg／M 。 

1．2．3 生化测定 GSH—Px活性测定“’ 为取小鼠 

肝素抗凝全血 0．5ml，用 DTNB法测定GSH Px活 

性__ ]。蛋白定量依CBB—SDS法 。丙二醛(MDA) 

测定按TBA比色法0叫】．脂褐素测定是将组织匀浆 

的氧仿提取液在荧光分光光度计上，以硫酸奎宁为 

标准进行测定，以每 g组织的脂褐素荧光单位数(u／ 

g)表示 

2 结果 

2 1 珍珠粉对 D一半乳糖衰老小鼠全血 GSH—Px活 

性及血清 MDA含量的影响 结果见表 1，D-半乳 

糖衰老模型组 GSH—Px活性较正常对照组显著降 

低·珍珠粉 1 00、200mg／kg能显著提高模型小鼠垒 

血GSH—Px的活性。模型组血清 MDA古量剐较正 

常对照组显著增加，珍珠枋 200mg／kg能够显著降 

低衰老模型小鼠血清 MDA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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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对照组 

D一半乳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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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对照蛆比较 P<0．05．△ P<O．01}与衰老模型组比较 。P<O．05．一 P<m 01．下同 

2．2 珍珠粉对 半乳糖衰老小鼠模型心、肝、脑脏 

器膳幅素含量的影响 结果觅表 2． 半乳锖衰老 

模型小鼠心、瞄脂揭索含量软正常对照显著为高。珍 

珠愉三十剂量组均能显著降低模型小鼠麓脂褐索含 

量。100、~00mg／kg显著降低心脂褐索含量．但对肝 

脂褐索的影响不显著。 

衰 2 心、肝、齄瞻幅素舍量(u／g， 士sD) 

2．3 珍珠粉对臭基衰老小鼠模型全血 GSH—Px活 

性丑血清 MDA含量的影响 

GSH—Px活性及 MDA含量见表 3。结果表明臭 

氧衰老模型垒血GSH—Px活性软正常对照显著下 

降．珍球蛤三十剂量均可以显著提高GSH·Px活性． 

臭氧衰老模型组血清 MDA剜较正常对照组显著提 

高，100、200mg／kg珍球蛤可以显著降低臭氧衰老小 

鼠血清MDA含量． 

衰 3 全血GSH Px活性及血；青MDA曲舍量 n一10 ‘；士SD) 

2．4 对臭基衰老模型小鼠心 肝 脑组织脂揭素含 

量的影响 表4结果表明。臭氧衰老模型组肝、脑脂 

褐索含量软正常对照组显著增高，l 00mg／kg珍珠 

愉能显著降低肝脂褐索含量。其它脏器脂褐索的变 

化不显著 

衰 4 心、肝 咕组织的瞻褐素言量 (u／g，；士SD) 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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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1956年 nafman提出了衰老的自由基学说，该 

学说认为自 基的攻击使细胞膜上的不饱和脂肪酸 

转化成过氧化脂质，后者进一步与细晦内的大分子 

物质发生交联，形成脂揭索，脂质过氧化物和脂褐素 

的大量形成严重影响细晦机能，使机体表现为衰老 

的现象。为制备合适的动物衰老模型龚国清等 研 

制了 半乳培所致的小鼠衰老模型，项晓人等m研 

究了臭氧所致的小鼠衰老模型。衰老模型小鼠在酶 

活力、脂褐素含量、脂质过氧化物含量等生化指标及 

肝细晦和大脑皮质的超徽结构变化上与文献报道的 

老年性改变相符．我室曾发现珍珠粉对正常小鼠具 

有一定的抗氧化怍用r'】。在本实验中．我们利用上述 

模型研究了珍珠粉对 半乳培和臭氧所致小鼠衰 

老模型GSH—Px活性、MDA及脂褐索含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珍珠橱能显著提高两种衰老模型小鼠全 

血 GSH．Px活性，井能有效降低血清中 MDA的含 

量，对组织脂揭索的含量也有降低作用，提示珍珠粉 

对 半乳糖所致和臭氧所致的小鼠衰老模型具有 
一

定的抗氧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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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 Antlaglng Effects 0f Pearl—powder on mice aging model Induced by D—Glaclm6e 0f Ozone 

Li JD ”， Xiang，Li Dan，Sun．tianguo·uh PeOun，厶‘．ting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School of pharmacy．Shanghai Medic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32) 

The subacute D-galaetose-aging or Ozone—aging mice models were formed respectively after mice were 

inieeted(sc)withD-galacrose 40mg／kg，qd×40d or exposedinthe environment of ozone(O|)withthe den— 

sity of O．53士0-12mg／m ，8h／d×15d-At the s~lrfte time．Pearl—poeder 50，10O，200rag／kg(ig)were given in 

D-galactose—agingmicemodel qd×40d orinOzone—agingmicemodel qd×15d respectively．Andthen．the ac一 

4ivity of Glutathine Peroxidase(GSH—Px)in whole blood，the contents of Malondialdehyde(MDA)in serum 

and Lipofuscin of heart，Liver and brain tissues in mice were measured．Contrast to the D-galactose—aging 

micemod e1 group，it showedthatthe activities of bloo dGSH Pxwere significantlyincreased (P< 0．O1)after 

administration of pearl—powder 100．200mg／kg．The contents of seurm MDA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 

ter administration of pearl-powder 2O0mg／kg(P<0．01)．The contents of lipofuscin of heart tissue were sit— 

i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pearl—powder 100，200mg／kg(P<0．OS or P<0．01)．The con 

tents of lipofuscin of brain tissue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pearl—powder 50．100，200mg／kg groups(P 

< 0-01)．Contrast to the ozone—aging mice model group，it showed that the activities of blood GSH—Px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pearl—powder 50．100，200mg／kg (P<O．0S or P< 0．01)．The 

contents of serurll MDA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pearl-powder 1 00．200mg,／kg(P 

< 0．01)．The contents ofliverlipo fuscin were s gnf candy decreased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pearl—powder 

100mg／kg (P< 0．01)．But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ecreasing effects of lipo fusein in heart tissue and brain 

tissue． 

Key Words Pearl—powder；D—galactose：Ozone：Aging—model{Lipofusein；Glutathlone peroxidase 

(GSH—Px)；Malondialdehyde(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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