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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伙灵调节小鼠胃肠运动功能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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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清伙灵及二种配方对小鼠小肠推进、胃排空以及排便实验的影响，探讨其对胃肠运动
功能的作用。方法：小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配方Ⅰ高剂量组、配方Ⅰ低剂量组、配方Ⅱ高剂
量组、配方Ⅱ低剂量组及清伙灵产品组 （产品组）。观察小鼠小肠碳末推进率、小鼠首粒黑便时间和 6 h 内黑
便次数，评价清伙灵对小肠的推进作用和促排便作用；计算小鼠甲基橙胃残留率，评价清伙灵对胃排空的作
用。结果：清伙灵配方Ⅰ高剂量组、配方Ⅱ高剂量组、低剂量组和产品组对提高小鼠小肠碳末推进率、加快小
鼠排出首粒黑便、降低小鼠胃中甲基橙残留率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意义 （P <
0.05，P < 0.01）。结论：清伙灵产品和中药两种配方均能显著调节小鼠胃肠运动功能，尤为配方Ⅱ高剂量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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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为“纯阳之体”，容易引起内热上火。由于

火”的症状。清伙灵是一种由谷物粉（大豆、大米及

缺乏母乳等原因，我国 ２０％ 以上的婴儿的营养需求

小麦胚芽等）、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复合益生元

完全依赖于配方牛奶粉 。由于牛奶粉是属于高热量

按最佳比例添加的固体饮料，其运用高科技原理加工

的食物，而小儿的体质偏热，长期或过量食用牛奶粉

细微乳化，使得小分子营养物质极易被吸收，并可进

容易产生腹痛，便秘，口舌生疮，眼屎增多等“上

一步调节小儿的胃肠功能。其中还含有中药茯苓、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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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桑叶和苦杏仁，具有清热泻火的功效。本实验拟

各组小鼠给予含墨汁的复方地芬诺酯（２５ ｍｇ／ｋｇ）溶

通过研究清伙灵中不同组成的中药配方及已经广泛使用

液，小鼠单笼饲养，正常饮水进食。从灌墨汁开始，

的清伙灵含配方Ⅰ产品对小鼠肠胃运动功能调节的影

记录每只小鼠首粒排黑便时间、６ ｈ 内排黑便数。

响，为进一步探讨清伙灵的作用机制提供药效学依据。

1.4.3

１ 材料与方法

小鼠随机分成 ７ 组，每组 １０ 只，分别为清伙灵配方

1.1

实验动物

ＳＰＦ 级 小 鼠 ， 雌 雄 各 半 ， 体 重

清伙灵配方药物对小鼠胃排空的影响

７０ 只

Ⅰ高、低剂量组，配方Ⅱ高、低剂量组，产品组，空

１８￣２２ ｇ［广东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

白对照组，吗丁啉阳性药组（阳性对照组）。为了避免

ＳＣＸＫ（粤）２００８－ ０００２］。

中药本身颜色对测量的干扰，采用皮下注射给药。空
清伙灵固体饮料（深圳市味奇

白对照组小鼠皮下注射等体积的生理盐水，其他各组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０８２００６２０）；清伙灵中药

小鼠皮下注射给药，给药体积为 ０．２ ｍＬ／１０ ｇ。给药

配方提取物（配方Ⅰ组成：茯苓、葛根、桑叶、苦杏

４０ ｍｉｎ 后，每只小鼠灌胃 ０．２ ｍＬ 的 ０．１％ 甲基橙溶

仁；配方Ⅱ组成：金银花、蒲公英、麦芽、佛手等，

液，２０ ｍｉｎ 后脱臼处死动物，剖腹摘取胃置于小烧

由深圳市味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杯里，加入 １０ ｍＬ 蒸馏水，用小剪刀沿胃大弯剪开

２０１３０１２５）。硫酸镁（广州旭观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批

胃，将胃内容物充分洗于蒸馏水中，用 ＮａＨＣＯ３ 溶

号：ＨＧ２９３３－ ２０００）；吗丁啉（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

液调节 ｐＨ 值至 ６．０￣６．５，倒入刻度离心管，以 ２０００

司，批号：１２０２０９１４８）；甲基橙溶液（天津利明化工

ｒｐｍ 离心 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用 ７２２ 型分光光电比色

贸易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１０３０１－ ２）；复方地芬诺酯

计（波长 ４２０ ｎｍ）比色，用蒸馏水调零，测量溶液的

片（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００８０１）。

光密度，测得的光密度为胃中甲基橙光密度。并以

７２２ 型分光光电比色计，上海美谱

０．１％ 甲基橙 ０．２ ｍＬ 加入 １０ ｍＬ 蒸馏水摇匀后测得

达仪器有限公司；台式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

其光密度作为基数甲基橙光密度。甲基橙胃残留率

厂；ＦＡ２２０４Ｂ 电子天平，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

（％ ）＝ 胃甲基橙光密度 ／ 基数甲基橙光密度×１００％ 。

司；ＫＱ－ ３００Ｅ 超声波清洗仪，昆明市仪器有限公

1.5

司。

析，各组实验数据以 （x±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1.2

1.3

1.4
1.4.1

实验试药与试剂

实验仪器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及组间 t 检验。

方法
清伙灵配方药物对小鼠小肠推进的影响

统计学方法

７０

２ 结果

只小鼠随机分成 ７ 组，每组 １０ 只，分别为清伙灵配

2.1

方Ⅰ高、低剂量组，配方Ⅱ高、低剂量组，产品组

性对照组和配方Ⅱ高剂量组的小肠碳末推进率与空白

（清伙灵固体饮料，下同）、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 ＜ ０．０１）；配方Ⅰ

（硫酸镁阳性药，下同）。空白对照组给予含炭末的生

高剂量组、配方Ⅱ低剂量组、产品组的小肠碳末推进

理盐水，其他各组小鼠灌胃含炭末的药液，给药体积

率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０．０５）。

各组对小鼠小肠推进影响的比较

均为 ０．３ ｍＬ／１０ ｇ，每天 １ 次，连续 ３ 天，于末次给
药后 ２０ ｍｉｎ，剖开腹腔，取出小肠，将肠管拉直平
放，测量炭末在肠管内推进距离，计算炭末推进百分

见表 １。阳

表 1 各组对小鼠小肠推进影响的比较（x±s）
组

别

剂量(g/kg)

n

炭末推进率(%)

空白对照组

-

10

38.1±4.3

率：炭末推进百分率 ＝ 炭末的推进距离（ｃｍ）／ 小肠全

阳性对照组

3.6

10

72.0±1 0.2②

长（ｃｍ）×１００％ 。

配方Ⅰ低剂量组

7.7

10

47.2±8.5

７０

配方Ⅰ高剂量组

30.8

10

56.5±6.7①

只小鼠随机分成 ７ 组，每组 １０ 只，分别为清伙灵配

配方Ⅱ低剂量组

5.8

10

53.9±5.8①

方Ⅰ高、低剂量组，配方Ⅱ高、低剂量组，空白对照

配方Ⅱ高剂量组

23.2

10

64.8±5.2②

1.4.2

清伙灵配方药物对小鼠排便实验的影响

组，产品组，阳性对照组。空白对照组给予等体积的
生理盐水，其他各组每天灌胃给药，给药体积为 ０．２
ｍＬ／１０ｇ，每天 １ 次，连续 ５ 天，于末次给药后 １ｈ

产品组
10
57.3±6.8①
15.0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①P < 0.05，②P < 0.01

2.2

各组对小鼠排便影响的比较

见表 ２。配方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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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剂量组首粒黑便时间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非

为胃排空减慢，出现胃胀、进食减少等，肠平滑肌蠕

常显著性意义（P ＜ ０．０１），阳性对照组、配方Ⅰ高剂

动减慢出现便秘。

量组、配方Ⅱ低剂量组首粒黑便时间与空白对照组比

在清伙灵配方Ⅰ中，葛根、桑叶解热生津、清肺

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０．０５）；阳性对照组 ６ ｈ 黑

润燥，且清热类中药一般具有缓泻作用 ［６］。茯苓利水

便数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 ＜

渗湿，益脾和胃，苦杏仁可以起润肠通便的作用，实

０．０１），配方Ⅰ低剂量组、配方Ⅰ高剂量组、配方Ⅱ

验也证实此配方及含配方产品能起到改善胃肠运动的

低剂量组、配方Ⅱ高剂量组、产品组 ６ ｈ 黑便数与

作用。清伙灵配方Ⅱ则以清热药金银花、蒲公英和理

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０．０５）。

气消食药佛手等组成。金银花甘寒清热而不伤胃，芳

表2
组 别

剂量(g/kg)

空白对照组
阳性对照组
配方Ⅰ低剂量组

香透达可祛邪，清热解毒作用强；蒲公英能清热解

各组对小鼠排便影响的比较（x±s）
-

n
10

3.6

10

7.7

10

首粒黑便时间(min) 6 h 黑便数(次)
201 .9±28.4
131.9±25.1

英亦泻胃火之药，但其气甚平，既能泻火，又不损

1.4±0.4
①

②

土，可以长服久服而无碍……然金银花得蒲公英而其

①

功更大”。二者合用，清热解毒之力尤大。再以佛手

①

6.1±1 .8

193.0±27.8

3.1±0.7

毒，消痈散结，利湿健胃。 《本草新编》 曰：“蒲公

配方Ⅰ高剂量组

30.8

10

156.8±23.2

4.3±1 .2

行气消食，健脾开胃，诸药相合，共奏清热解毒、利

配方Ⅱ低剂量组

5.8

10

154.1±30.7①

3.0±0.8①

湿、理气健胃之功，实验表明配方Ⅱ也具有显著改善

配方Ⅱ高剂量组

23.2

10

1 09.6±23.3②

4.6±1 .5①

胃肠运动的作用。

①

产品组
1 5.0
10
174.5±32.5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①P < 0.05，②P < 0.01

4.2±1 .1 ①

本实验结果表明，清伙灵产品和中药两种配方均
能促进小鼠小肠推进、排便和胃排空，尤以配方Ⅱ高

见表 ３。阳性

剂量组为佳。这些指标反映清伙灵有明显提高促进胃

对照组和配方Ⅱ高剂量组甲基橙胃残留率与空白对照

肠平滑肌运动的作用，提示改善胃肠运动功能为其治

组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 ＜ ０．０１），配方Ⅰ

疗或预防小儿喂食奶粉上火作用机制之一，其多途径

高剂量组、配方Ⅱ低剂量组、产品组甲基橙胃残留率

多靶点发挥综合作用之机制研究正在深入进行中。

2.3

各组对小鼠胃排空影响的比较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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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组对小鼠胃排空影响的比较（x±s）
组

别

剂量(g/kg)

n

甲基橙胃残留率(%)

空白对照组

-

10

43.6±1 0.5

阳性对照组

3.6

10

21.3±6.8②

配方Ⅰ低剂量组

7.7

10

36.8±7.6

配方Ⅰ高剂量组

30.8

10

31.1±7.9①

配方Ⅱ低剂量组

5.8

10

30.9±6.2①

配方Ⅱ高剂量组

23.2

10

22.6±7.1 ②

产品组
10
29.8±5.6①
1 5.0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①P < 0.05，②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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