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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半夏汤对阳虚模型大鼠不同脏器能量代谢的影响
滕培颍，赵瑞芝，徐福平，赵亚，杨志敏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１２０

［摘要］ 目的：观察阳虚模型大鼠不同脏器能量代谢水平及附子半夏汤对阳虚模型大鼠不同脏器能量代谢的影响。方法：SD
大鼠 30 只，随机分为 3 组，分别为正常组、模型组、中药组，除正常组外，其他 2 组采用肌注氢化可的松注射液，同时灌胃大黄
水煎液复制阳虚大鼠模型。造模 17 天后，中药组灌胃附子半夏汤水煎液 2 周，给药结束后分别检测各组大鼠心、肝、脾、肾、小
肠组织 Na+-K+-ATP 酶的活力。结果：造模第 17 天时，模型组和中药组大鼠出现体毛枯疏无泽、活动减少、精神不振、爪甲冰
凉、体质量增长迟缓、肛温下降等表现。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和中药组大鼠第 17 天和第 31 天体质量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P ＜ 0.01，P ＜ 0.05）；造模第 17 天时，模型组和中药组肛温均显著性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与给药前比较
（即第 17 天），中药组给药后 （即第 31 天） 肛温出现显著性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实验结束后，与正常组比较，
模型组的肝脏、心脏、肾脏、小肠的 Na+-K+-ATP 酶活性均显著性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P ＜ 0.01）；与模型组比
较，中药组的心脏、肾脏、脾脏、小肠的 Na+-K+-ATP 酶活性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结论：阳虚模型大鼠不同脏
器能量代谢水平均显著下降，附子半夏汤水煎液能显著提高阳虚大鼠心、肾、脾、小肠组织的能量代谢水平。
［关键词］ 附子半夏汤；能量代谢；Na+-K+-ATP 酶活性；阳虚模型；大鼠；动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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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虚证是指体内阳气亏虚或不足，以畏寒肢冷为主要表现

持原造模给药不变的基础上，于每天上午给予中药组灌胃 １

的虚寒证候，是中医临床常见证侯之一，涉及到包括心血管系

ｍ Ｌ／１００ｇ 的附子半夏汤煎剂，每天 １ 次，连续 ２ 周。

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等多方面的疾病。阳虚证

1.6

和机体的能量代谢关系密不可分，热性中药或温热类方剂通过

２ 天以 １０％ 的水合氯醛（０．３５ ｍ Ｌ／１００ ｇ）进行腹腔麻醉后取大

影响能量代谢的某些环节，一定程度上改善机体的阳虚状态。

鼠心、肝、脾、肾、小肠组织，－ ８０℃下保存备用，用于测定

既往对阳虚证和能量代谢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对阳虚机体肝脏

各组织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活力。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活性的测定：取

或骨骼肌、红细胞的能量代谢水平的研究上，未见系统地对阳

出上述各脏器组织，用生理盐水洗净，各脏器分别取相同部位

观察指标和测定方法

末次给药后禁食不禁水 １ 晚，第

虚证的各个脏器组织能量代谢水平进行研究 。本实验拟对

组织 ０．１ ｇ 左右，精确称重后置于匀浆器中，按 １∶９ 的比例

［１］

心、肝、脾、肾、小肠各脏器组织进行 Ｎａ － Ｋ － ＡＴＰ 酶活力

加生理盐水于冰上进行组织匀浆，之后将组织匀浆液置冷冻离

的测定，以研究阳虚模型大鼠不同脏器能量代谢水平和附子半

心机，以 ４℃，２ ５００ ｒ／ｍ ｉｎ 离心 １０ ｍ ｉｎ；取上清液，再用生

夏汤对阳虚大鼠不同脏器能量代谢的影响。

理盐水稀释为 ０．５％ 的组织匀浆，然后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

１

进行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活性的测定，ＢＣＡ 法测定组织蛋白含量。

＋

＋

材料与方法
ＳＰＦ 级健康成年 ＳＤ 大鼠 ３０ 只，雄性，体质

肛温测定方法：早 ９ 点开始测量，将涂有凡士林的体温计插

量为 １８０～２２０ ｇ，由广东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实验动物合

入大鼠直肠约 ３ ｃｍ ，保持 ２～３ ｍ ｉｎ，待体温计读数稳定后读

1.1

实验动物

格证号：４４００７２０００２０５０３，于广东省中医药科学院实验动物

取数值。

中心内进行实验，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号： ００１１２２６７ 。 常

1.7

规分笼饲养，自由饮水进食，室内温度控制在 ２１ ～２４℃，

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空气流通。动物实验通过广东省中医药科学院动物伦理委

２

员会审批。

2.1

1.2

仪器及设备

ＶＶＩＣＴＯＲＸ５ 酶标仪，Ｖ－ ７００ 旋转蒸发仪，

回流提取装置，Ｂ６００Ａ 低速离心机，体重秤，体温计。
1.3

药物与试剂

氢化可的松注射液，购自天津金耀药业有

限 公 司 ； 大 黄 （ 批 号 ： １５０４０１４４１）， 生 附 子 （ 批 号 ：

统计学方法
结果

各组大鼠体质量动态变化比较

姜，购自菜市场，由广东省中医院门诊药房鉴定。超微量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测定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有限公司（生
产批号：２０１５０６１１）。
1.4

中药水煎液的制备

见表 １。造模第 １７ 天

时，模型组和中药组大鼠出现体毛枯疏无泽、活动减少、精神
不振、爪甲冰凉、体质量增长迟缓、肛温下降等表现。与正常
组比较，模型组和中药组大鼠第 １７ 天和第 ３１ 天体质量较低，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P＜０．０１）。

ＹＰＡ５Ｅ０００１）， 生 半 夏 （ 批 号 ： ＹＰＡ５Ｇ０００１）， 陈 皮 （ 批 号 ：
１５０４０５６８１），以上药物均由广东省中医院门诊药房提供；生

实验数据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表1

各组大鼠体质量动态变化比较（x±s）

ｇ

组 别

第 １ 天体质量

第 １７ 天体质量

第 ３１ 天体质量

正常组

２１１．００±４．１ ５

２８９．６７±１ ４．８５

３６３．８３±１５．８７

模型组

２０９．００±６．３２

２６４．８３±６．５９①

３２５．１７±２５．１ ８①

中药组 ２０８．１７±１１．１６
２５７．００±７．０４
３３２．６７±２１．１ ０②
与正常组比较 （同一时间点），①P ＜ 0.01，②P ＜ 0.05
①

大黄水煎液：取 ２ ｋｇ 大黄用 ８ 倍剂

量的沸水浸泡 １０ ｍ ｉｎ，６ 层纱布过滤，滤液浓缩到 ２ ｇ／ｍ Ｌ。
附子半夏汤水煎液：取生附子、生姜各 １００ ｇ，生半夏、陈皮

2.2

各组大鼠肛温的动态变化比较

见表 ２。造模第 １７ 天

各 ２００ ｇ（生附子：生姜：生半夏：陈皮 ＝１：１：２：２），将药

时，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和中药组肛温均显著性下降，差异

物先用纯水浸泡 ０．５ ｈ，后置于回流装置中，待水沸腾后提取

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与给药前比较（即第 １７ 天），中药

１．５ ｈ，后以 ６ 层纱布过滤药渣，滤液浓缩成含生药 １．８ ｇ／ｍ Ｌ

组给药后（即第 ３１ 天）肛温出现显著性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０．０５）。

的附子半夏汤水煎液。
1.5

动物造模、分组与给药

３０ 只 ＳＤ 大鼠适应性饲养 １ 周

后，随机分为 ３ 组，每组 １０ 只，分别为正常组、模型组、中

2.3

各组大鼠各脏器 Na +-K +-ATP 酶活性比较

见表 ３。与

正常组比较，模型组的肝脏、心脏、肾脏、小肠的 Ｎａ ＋－ Ｋ＋－

药组，称重标记。除正常组外，模型组和中药组每天上午于大

ＡＴＰ 酶活性均显著性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鼠臀部肌肉丰厚处按 ０．２５ ｍ Ｌ／１００ ｇ 体质量给予肌注氢化可的

P＜０．０１）；与模型组比较，中药组的心脏、肾脏、脾脏、小

松注射液，左、右臀部隔天交替注射。并按 １ ｍ Ｌ／１００ ｇ 体质

肠的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 活 性 增 高 ，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

量的剂量灌胃大黄水煎液，连续 １７ 天。第 １８ 天开始，在维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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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表 2 各组大鼠肛温的动态变化比较（x±s）
℃
第 １ 天肛温
第 １ ７ 天肛温
第 ３１ 天肛温

正常组

３９．００±０．２６

３８．９８±０．３３

３８．８０±０．５３

模型组

３８．７０±０．３０

３８．０７±０．２２

３８．２０±０．３５

①

February 2017 Vol.49 No.2

用阳虚造模方法未造成明显的脾阳虚，可能原因为造模剂量不
够或造模时间的问题，下一步计划对该造模方法进行改良。
现代研究表明，阳虚证和机体的能量代谢有密切关系［５～６］，
阳虚证的症状表现类似于现代医学理论中的基础代谢率及能量

３８．５８±０．４０②
中药组 ３８．８５±０．１ ６
３８．１０±０．３３①
与正常组比较 （同一时间点），①P ＜ 0.01；与同组前一个

代谢水平下降而导致的产热不足的表现 ［１，７］。因此，了解阳虚

时间点比较，②P ＜ 0.05

阐释阳虚证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是基础代

表3

各组大鼠各脏器 Na+-K+-ATP 酶活性比较（x±s）

组 别

肝脏

正常组 ２２．６５±１．９５
模型组 １２．５４±１．４７①

ｎｍｏｌ／ｇ

心脏

肾脏

脾脏

小肠

１６．１７±２．２９

１９．３６±３．９６

７．２２±０．９４

９．６９±１．９８

１０．３３±１．３０②

６．０９±０．３８

４．７５±０．６１ ①

９．６８±１．９７②

中药组 １４．５５±１．４０ ２０．３０±３．０５③ ２０．５０±１．９４③ ９．８６±１．４２③ ７．１２±０．６４③
与正常组比较，①P ＜ 0.01，②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③P ＜ 0.01

证患者的能量代谢水平和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的改变特征，对于
谢下产热最主要的 酶，是衡 量 能 量 代 谢 水 平 的 重 要 指 标 ，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是通过消耗 ＡＴＰ 来维持膜两侧离子浓度的，
酶活性的升高伴随有 ＡＴＰ 消耗增加，体内能量消耗和产热过
程也越强，反之则越低。本实验除脾脏外，模型组大鼠肝、
心、肾、小肠组织的的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活性均较正常组显著
降低，提示阳虚模型大鼠的肝、心、肾、小肠组织的能量代谢
水平均较正常组下降。在中医的整体观念中，阳虚证的虚寒表
现是各个不同脏腑机能的整体下降所导致的，在本实验中表现

３

讨论

为各脏腑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活性的下降。给予治疗药附子半夏

阳虚证是中医临床常见证侯之一，在临床上阳虚证多携痰

汤一段时间后，中药组大鼠的心、脾、肾、小肠组织的

饮并见，阳气不足，温煦失职，津液不化；或脾阳虚损，运化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活性均较模型组显著性升高，提示附子半夏汤

无权，水湿内停，则可凝聚成痰；或肾阳不足，开阖不利，水

的干预能使阳虚模型大鼠心、脾、肾、小肠组织的

湿上泛，聚而为痰等，而附子半夏汤即是针对阳虚夹杂痰饮所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活力增加，提高能量代谢水平，从而提高各脏

用的方剂。附子半夏汤出自 《扁鹊心书》，原主治胃虚冷痰上

腑的整体机能，纠正模型动物的阳虚状态。其中，中药组心脏

攻、头目眩晕、眼昏呕吐等症，原方成分为附子、半夏、生

的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活性提高尤为显著，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药

姜、陈皮。该方以附子为君，辛温大热，大补命门真火，温肾

物对心脏的显著作用。

阳，性走而不守；半夏辛温，散湿化痰，消痞散结；生姜发
表散寒，可除湿豁痰；陈皮气辛味苦 ，性温 ， 芳 香 理 气 燥
湿，导痰消滞；全方共奏温肾运脾、燥湿豁痰、宣郁散结
之功。沈士荫用附子半夏汤加味治疗脾阳虚和肾阳虚泄泻
３０ 例 ， 获 效 甚 佳 ， 未 见 不 良 反 应 ［２ ］。 临 床 上 常 将 附 子 半
夏汤与其他药物组成大方以治疗阳 虚 杂 痰饮的疾病，收到
良好的效果。
本实验用氢化可的松诱导肾阳虚加上寒性药物大黄诱导脾
阳虚复制大鼠脾肾阳虚模型 ［３］。氢化可的松诱导的肾阳虚模型
为目前较为常用的方法，通过对下丘脑—垂体一肾上腺皮质轴
产生抑制，导致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应激、适应能力显著下降，
出现一系列的阳虚表现 ［４］。大黄是常用来诱导脾阳虚的药物，
利用药物的大寒之性造成机体的阳虚状态。造模第 １７ 天时观
察，同正常组大鼠比较，模型组和中药组大鼠表现出明显的一
般活动减少、毛发枯疏、精神萎靡、反应迟钝、爪甲冰凉等，
且出现体质量增长缓慢，肛温下降等表现，符合文献上对肾阳
虚证大鼠症状的描述，且模型组大鼠肾脏组织的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活性可见显著降低，提示肾阳虚造模成功。给与治疗药附子
半夏汤后，中药组大鼠的精神状态较前改善，爪甲冰凉现象较
前缓解，又以方测证地反应了模型动物确实为阳虚证。然而模
型组大鼠未出现泄泻或便秘等脾阳虚的表现，模型组大鼠脾脏
组织的 Ｎａ ＋－ Ｋ＋－ ＡＴＰ 酶活性亦未见显著降低，表明本实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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