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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乙型肝炎新药肝龙胶囊的药效学初步研究
杜一民% ，陈鸿珊! ，李树楠% ，李’ 壮! ，李小兵% ，张华明% ，方春生%
（%, 大理学院药学院，云南 大理’ (.%"""；’ !,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北京’ %"""#"）
摘要：目的 观察肝龙胶囊对鸭乙型肝炎病毒的抑制效果和对实验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以鸭乙型肝炎病毒
%, #，
&, " 5·65 $% ·7 $% ，阳性对照组
（/012）静脉注射感染雏鸭为模型，于感染第 . 天后分组灌胃肝龙（ 34）胶囊浸膏 ", #，
给予无环鸟苷（ 892）或磷羧基甲酸钠（ :;8）。采用斑点杂交方法检测鸭血清 /012$/*8，以病毒抑制率为疗效指标；
（!）以昆明种小鼠腹腔注射 99<= 肝损伤为模型，给予 34 浸膏（!"" >5·65 $% ）。测定 ?3:@ 值，并取肝脏作病理形态学观
察。结果（%）34 三个不同剂量组对 /012 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有一定的量效关系；
（ !）34 降低 99<= 肝损伤小鼠
血清 ?3:@ 值并减轻肝细胞损伤。结论 肝龙胶囊可抑制雏鸭体内 /012$/*8 的复制并能保护 99<= 所致的小鼠肝损伤。
关键词：肝龙胶囊；’ 鸭乙型肝炎病毒；’ 鸭乙肝动物模型；’ 实验性肝损伤；’ 美洲大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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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0#,，1)&/ 2%&&,3,，1)&/，4-00)0 (.%"""，2$/0)；
!! 506./.-., %’ 7,8/#/0)& 9/:
%.,#$0%&%3;，2$/0,6, <#)8,+; %’ 7,8/#)& "#/,0#,6，9,//03 %"""#"，2$/0)）
782’+&)’：98:#)’(;# @+ +NGOPQO RHO IERDQDPI< ISRDQDRT +U 3IE<+E5 9IVGK<O I5IDEGR 7KS6 0OVIRDRDG 1 QDPKG（ /012）IE7 DRG VP+$
ROSRDQO OUUOSRG +E OWVOPD>OERI< <DQOP DEXKPT /0 =/=%, <#’"-=2 （%）FWVOPD>OERI< POGOIPSHOG +E IERDQDPI< ISRDQDRT +U 3IE<+E5 9IV$
GK<OG I5IDEGR 7KS6 HOVIRDRDG 1 QDPKG：@HO 7KS6 0OVIRDRDG 1 >+7O< YIG >I7O NT DEXOSRDE5 /012 DER+ RHO QODEG +U +EO Z 7IT Z +<7
1ODXDE5 7KS6 +E RHO GOQOERH 7IT IUROP DEUOSRO7 NT /012，3IE<+E5 9IVGK<O YIG 5DQOE NT DERPI5IGRPDS I7>DEDGRPIRD+E U+P %" 7ITG R+
5P+KV J（", # 5·65 $% ·7 $% ），5P+KV JJ（%, # 5·65 $% ·7 $% ），5P+KV JJJ（&, " 5·65 $% ·7 $% ），ND7 [ %" 7，IE7 7OROSRO7 RHO <OQO<G +U
/012 Z /*8 DE RHO 7KS6 N<++7 GOPI +NRIDEO7 GOVIPIRO<T +E RHO 7IT NOU+PO 5DQDE5 3IE<+E5 9IVGK<O，RHO UDURH 7IT IE7 ROERH 7IT IU$
ROP 5DQDE5 3IE<+E5 9IVGK<O，IE7 RHO RHDP7 7IT IUROP YDRH7PIYDE5 3IE<+E5 9IVGK<O，NT GOPK> 7+R$N<+R HTNPD7D\IRD+E, @HO RPDI< YIG
S+>VIPO7 YDRH ISTS<+Q+P（ 892）+P VH+GVH+E+U+P>IRO（ :;8）,（!）:P+ROSRDQO OUUOSRG +U 3IE<+E5 SIVGK<O +E OWVOPD>OERI< <DQOP DE$
XKPT DE >DSO：8SKRO HOVIRDS DEXKPT YIG DE7KSO7 NT DERPIVOPDR+EOI< DEXOSRD+E +U ", !] 99<= %" ><·65 $% ，3IE<+E5（ !"" >5·65 $% ）
YIG 5DQOE NT DERPI5IGRPDS +P DERPIVOPDR+EOI< I7>DEDGRPIRD+E U+P ! 7ITG，ND7, @HO GOPK> ?3:@ YOPO OWI>DEO7 IE7 RHO HDGR+VIRH+<+5D$
SI< SHIE5OG +U HOVIRDS RDGGKO YIG >OIGKPO7, >#26.’2 （%）@HO POGK<RG +U RHPOO OWVOPD>OERG GH+YO7 RHIR RHO <OQO<G +U GOPI /012$
/*8 7OSPOIGO7 DE RHO RPOIR>OER 5P+KVG +U 3IE<+E5，IE7 DE I 7+GO Z OUUOSR >IEEOP, @HO 5P+KV JJJ（&, " 5·65 $% ·7 $% ）DEHDNDRO7（ (
^ ", "%）RHO GOPK> /012$/*8 GD5EDUDSIER<T，IE7 IUROP GR+VVDE5 RHO RPOIR>OER U+P ( 7ITG，GOPK> /012 Z /*8 <OQO< 7D7 E+R PO$
RKPE GD5EDUDSIER<T，IE7 RHO DEHDNDR OUUOSRG YOPO E+ 7DUUOPOER，S+>VIPO7 YDRH RHO RPOIR>OER 5P+KV +U VH+GVH+E+U+P>IRO（ :;8）+P IST$
S<+Q+P（ 892）,（!）3IE<+E5（ !"" >5·65 $% ）S+K<7 +NQD+KG<T DEHDNDR RHO DESPOIGO +U GOPK> ?3:@，IE7 HDGR+<+5DSI< OWI>DEIRD+E
GH+YO7 RHIR HOVIRDS 7I>I5OG +U 3IE<+E5 RPOIRO7 >DSO YOPO <OGG GOQOPO RHIE RH+GO +U 99<= S+ERP+< 5P+KV, 5-4).62(-4 @HOGO POGK<RG
GK55OGRO7 RHIR 3IE<+E5 9IVGK<O >IP6O7<T DEHDNDRO7 7KS6 HOVIRDRDG QDPKG POV<DSIRD+E IE7 HI7 VP+ROSRDQO OUUOSRG +E OWVOPD>OERI< HO$
VIRDS DEXKPT /0 =/=%,
?#@ A-+=2：3IE5<+E5 9IVGK<O；’ 0OVIRDRDG 1 QDPKG；’ 8ED>I< HOVIRDRDG >+7O<；’ FWVOPD>OERI< HOVIRDS DEXKPT；’ (,*/>&)0,.)
)+,*/#)0) 4,
’ ’ 我国是乙肝高发国之一，乙型肝炎感染率高、危害严重。目
前，用于治疗乙肝的药物有数百种，但仍缺乏理想的防治药物。
云南大理学院研制的治疗乙肝的新药肝龙胶囊，是国家实行新药
研究开发登记备案制以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登记在
案的抗肝炎中药新药［%］，具有疗效较好、价廉、给药方便、无副作
用等优点［!］，目前已经完成临床试验，正在申请试生产。该药由
提取自昆虫美洲大蠊 (,*/>&)0,.) )+,*/#)0) 4, 的活性成分研制，
对实验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并能抑制雏鸭体内鸭乙型肝
炎病毒的复制。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材料
!# !" 药物 肝龙胶囊和肝龙浸膏由云南大理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研制，浸膏干粉用生理盐水配成所需浓度或制成注射液；阳性对
照药物无环鸟苷（ 892）粉剂由湖北医药工业研究院提供，磷羧
基甲酸钠（ :;8）粉剂由上海第十二制药厂提供，临用前均生理盐
水配成所需浓度。
!# $" 鸭乙型肝炎病毒 自然感染鸭乙型肝炎病毒的上海麻鸭血
清，选用 /012$/*8 强阳性者（ _ _ _ ），$."‘ 保存备用。
!# %" 动物 % 日龄北京鸭，购自北京禽蛋养鸭场；昆明种小鼠，购
自云南医学实验动物中心，体重 %) a !! 5，雌雄兼有。
!# &" 主要试剂 /012$/*8 探针：克隆自安徽庐江鸭 /012 全
基因组（ 4b.( 株）质粒，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提供，
&!
! :$79@: 标记探针，购自北京福瑞生物技术工程公司；缺口翻
译药盒购自普洛麦格公司（ :P+>O5I 9+, ）；?OVHI7OW 3#"、;DS+<<、
:2:，购自瑞典 :HIP>ISDI 公司；?/? 为西德 cOPS6 公司产品；鱼精
收稿日期：
!""#$%"$&%；’ 修订日期：
!""($"&$%)
/*8、牛血清白蛋白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产品。硝酸纤维膜
基金项目：国家计委“ 九五”重点攻关资助项目（ *+, -($!"$"-）
（", =# ">），美国 c?J 公司产品。四氯化碳（ 99<= ）溶于芝麻油，
作者简介：杜一民（%-(!$），男（ 汉族），广西武鸣人，现任大理学院药学院
浓度为 ", !] 。
副教授，硕士学位，主要从事药理学教学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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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组织作病理形态学观察，方法同前。
!" 方法
!# $" 抑制雏鸭体内鸭乙型肝炎病毒的复制 !# !# %" J5@B 测定采用赖氏法［"］
实验
!# %" 结果处理和统计分析 鸭血清 $%&’($)* !""D+ E- 值和 J5@B 值均采用均值
!# $# $" 鸭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孵出 !" # 之 （ #"M $）。计算每组鸭不同时间血清 $%&’($)* !""D+ E- 均值，并将每组鸭用药后
内的北 京 鸭，经 静 脉 注 射 上 海 麻 鸭 $%&’( 第 8 天、第 9+ 天和停药后第 7 天血清 $%&’($)* 水平与给药前比较，计算每组鸭用
$)* 阳性鸭血清，每只 +, ! -.，在感染后 / 0 药后不同时间和停药后血清 $%&’($)* 的抑制率。
$%&’($)* 抑制 率（ NG ）C［（ 给 药 前 !" 值(给 药 后 !" 值）I 给 药 前 !" 值］
取血，分离血清，(/+1 保存待检。
!# $# !" 药物治疗实验 感染 $%&’ / 0 后雏 > 9++G ；
统计学采用 J@JJ9+, + 软件，单因素方差分析（ OEP(QRS *)O’*）。其中鸭血清
鸭分组进行药物治疗实验，每组 2 3 4 只；56
按 7 个剂量组口服给药，分别为+, 8，
9, 8，
7, + $%&’($)* !""D+ E- 值将各给药组不同时间 $%&’($)* 抑制率分别与病毒对照相
:·;: (9 ·0 (9 ，<=0 > 9+ 0；同批实验设病毒对 同时间的同一指标比较，计算 %9 值，以确定疗效。将各给药组不同时间 $%&’($)*
照组以生理盐水代替药物；阳性药物对照组 抑制率分别与阳性药物对照组相同时间的同一指标比较，计算 %! 值，比较 56 与阳
用 *?’（+, " :·;: (9 ·0 (9 ）或 @A*（+, 8 :· 性药物之间的药效差别。
;: (9 ·0 (9 ）；各组分别在用药前（ B+）、用药第 %" 结果
8 天（ B8）、用药第 9+ 天（ B9+）和停药后第 7 %# $" 01 对雏鸭体内鸭乙型肝炎病毒的抑制效果
天（ @7 ），自 鸭 腿 胫 静 脉 取 血，分 离 血 清， %# $# $" $ 日龄北京鸭感染 &’() 后血清 &’()2&+, 动态 7 批实验结果，包括放射
(/+1 保存待检。共进行 7 批试验，其中第 7 自显影斑点杂交照片和各组不同时间鸭血清 $%&’($)* 抑制率。结果见表 9。
批实验观察 56 的作用持续时间，并于停药
表 9T 肝龙胶囊（ 56）对 $%&’ 感染雏鸭体内 $%&’($)* 的抑制作用（ #"M $）
后第 4 天再取血 9 次。
实验
组
鸭
给药前
$%&’($)* 抑制率均值（ G ）
!# $# % " &’() * &+, 检测方法 取上述待
T B8T T T T T B9+T T T T T @7T T T T @2T
批次
别
数
!" 值
检血清，每批各组样品同时点膜（7+ !.），测
病毒对照
/
9, 9D M +, +D
9/, 7"
8, 9!
7/, !"
#
/
9, !8 M +, 9!
87, 2"
7, // UU
8/, 8+ ##
56 +, 8 :·;: (9 ·0 (9
定鸭血清中 $%&’($)* 水平参照文献［7］进
/
9, !2 M +, 9D
77, !/
7/, D2
56 9, 8 :·;: (9 ·0 (9
!D, 8+ UU
7!
行。按缺口翻译试剂盒说明方法，用 @ 标记
/
9, !2 M +, 92
!8, "4
56 7, + :·;: (9 ·0 (9
2D, 8! ##
29, /8 ##
(9
(9
$%&’($)* 探针，作 鸭 血 清 斑 点 杂 交，放 射
/
9, 99 M +, !!
87, "2 #
@A* +, 8:·;: ·0
4+, 28 ##
2", 24 #
病毒对照
2
+, 8" M +, 9/
(9!, "D
7+, D"
9!, "+
$
自显影膜片斑点，用 $57+!! 型酶标检测仪
2
+, "7 M +, 99
7", 7D
9+, +7
8+, 44 #
56 +, 8 :·;: (9 ·0 (9
（ " C "D+ E-），以杂交
测定光密度值（ !" 值）
2
+, "4 M +, 9!
"2, DD
!8, 7D
8", !8 ##
56 9, 8 :·;: (9 ·0 (9
斑点 !" 值作为鸭血清 $%&’($)* 水平值。
2
+, // M +, +4
84, 9"
78, 48
56 7, + :·;: (9 ·0 (9
89, 7! ##
2
+, 28 M +, 9!
84, 27
7", 98
28, 4/ ##
*?’ +, " :·;: (9 ·0 (9
!# !" 对 --./ 所致小鼠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病毒对照
/
+,
29
M
+,
+4
9,
D"
!4,
!/
(97,
28
9D, "/
%
实验
4
+, 4/ M +, +4
7+, 2+
!/, 78
74, D" ##
74, 49 ##
56 +, 8 :·;: (9 ·0 (9
!# !# $" 对 --./ 所致小鼠肝损伤的预防作用
4
+, /+ M +, +/
7/, D"
9D, 27
"8, /9 ##
7!, 9D ##
56 9, 8 :·;: (9 ·0 (9
4
+, 27 M +, 92
/9, 9!
2D, 77 ##
22, /4 ##
56 7, + :·;: (9 ·0 (9
84, 44 ##
及肝组织病理形态学观察 小鼠 7+ 只，随机
分为 7 组，每组雄性 4 只，雌性 ! 只。第 9 组 T T 给药组治疗不同时间的 $%&’($)* 抑制率分别与病毒对照组相应时间 $%&’($)* 的抑制率比较：# %9
##
作为对照组（ 给予生理盐水 !+ -.·;: (9 ，=F， V +, +8， %9 V +, +9；阳性对照组不同时间 $%&’($)* 的抑制率分别与 56 各剂量组相应时间 $%&’($)*
的抑制率比较，U %! V +, +8，UU %! V +, +9
<=0 > !0）；第 !，
7 组给予肝龙浸膏制剂，剂量
从实验结果可见，雏鸭感染 $%&’ 后第 / 天血清 $%&’($)* 均呈阳性，在整个
均为 !++ -:·;: (9 ，<=0 > !0，其中第 ! 组给药
途径为腹腔注射（ =F），第 7 组为灌胃（ =:）；于 实验过程中，病毒对照组鸭血清 $%&’($)* 水平虽有一定程度的波动，但无显著性
实验第 7 天，各组均给予 +, !G ??." 芝麻油 差异。说明数值差别为鸭个体差异所致自然波动。
9+ -. · ;: (9 ，=F。94 # 后，全 部 小 鼠 眼 眶 取 %# $# !" 阳性药磷羧基甲酸钠（ 34,）和无环鸟苷（ ,-)）对 &’() 感染鸭血清 &’()2
9+ 天和停药后第 7 天对鸭血清 $%&’($)*
9 8++ H I -=E 离心分离血清，用赖氏法测 &+, 的影响 结果见表 9。@A* 给药第 8，
血，
定 J5@B 值。并取肝脏，用 9+G 福尔马林固 的抑 制 率 分 别 为 87, "2G ，4+, 28G 和 2", 24G ，*?’ 分 别 为 28, 4/G ，84, 27G 和
定，作病理形态学观察。为比较病理损害情 7", 98G 。与病毒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表明 @A* 和 *?’ 作为抗 $%&’ 阳性
况，将肝脏病损严重程度分为四级：
（ K ）未 药作用是明显的。证明实验方法可靠。
（7, + :·;:(9
见病变；
（ L ）偶见个别肝细胞肿胀，少数炎 %# $# %" 01 在 &’() 感染鸭体内对鸭血清 &’()2&+, 的影响 5?6 大剂量组
(9
给药后第 9+ 天鸭血清 $%&’($)* 抑制率 7 批实验分别为 29, /8G ，
84, 9"G 和
症细胞呈小灶性浸润，
（ L L ）部分肝细胞肿 ·0 ），
/9,
9!G
，
接近阳性药对照组同一时间的抑制率。给药后不同时间鸭血清
$%&’($)*
抑
胀，嗜酸性变，少数细胞坏死，以肝小叶中央
制率与病毒对照组比较，
第
!，
7
批实验在
B8
时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V
+,
+9）
；
第
9，
7
批实
静脉周围较为明显，并有少量炎症细胞浸润；
（% V +, +9）；
并且在停药后
（@7 或 @2）差异亦有显著性。提
（ L L L ）肝小叶中央静脉扩张，小叶中央肝 验在 B9+ 时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疗效显著，
并且作用持续时间
示肝龙大剂量组对鸭血清
细胞变性坏死，坏死区约占小叶 9 I 7 至 9 I !，
较长。
坏死区内有炎症细胞浸润，肝小叶周围偶见
56 中、
小剂量组 7 批实验在 B8，
B9+ 时均显示对 $%&’($)* 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但
坏死灶。
56 的不同剂量组之间有一定的量效关系。
与大剂量组比较，
疗效仍有一定的差距。表明
!# !# !" 对 --./ 所致小鼠肝损害的治疗作用
%#
$#
/"
01
与阳性药
34,
和
,-)
的效果比较
56 各剂量组与阳性药 @A* 和 *?’ 组的
实验 小鼠 7+ 只，随机分为 7 组，每组雄性 /
$%&’($)*
抑制率比较，
除第
9
批实验的中、
小剂量组分别在
B8 和 B9+ 明显低于 @A*
只，雌性 7 只，实验第 9 天各组均给予 +, !G
(9
外，
第
9
批实验的大剂量组及第
!，
7
实验的各剂量组不同时间的抑制率与
@A* 或 *?’ 比
??." 芝麻油 9+ -.·;: ，=F。4 # 后，第 !，7
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组开始 分 别 给 予 肝 龙 浸 膏 治 疗，剂 量 均 为
!++ -:·;: (9 ，<=0 > !0。其中第 ! 组给药途 %# !" 01 对 --./ 所致小鼠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径为腹腔注射（ =F），第 7 组为灌胃（ =:）；第 9 %# !# $" 01 对 --./ 所致小鼠肝损伤的预防作用及肝组织病理形态学观察 由表 ! 可见，
组给予生理盐水 !+ -.·;: (9 ，=F，<=0 > !0，作 给小鼠 56（ =F 或 =:）能对抗 ??." 肝损害所引起的 J5@B 值升高，其中灌胃组有统计学
为对照组。实验第 " 天眼眶取血，测 J5@B， 意义。从肝脏损害程度看，给予 56 能一定程度预防小鼠肝损伤，而 ??." 对照组均肝

·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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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AGbA]D J]@G$GD] ED@ JE*]cGE J]@G$E c]’]Ec$A "//; Cd4? .= Dd? 3

损伤严重（ ! ! ! 级）。
表 "# 预先给予肝龙浸膏对 $$%& 所致小鼠 ’()* 及其
肝脏病理形态学的影响（ !"+ "）
组
别
.
"
9

’()*
药
小鼠
不同程度肝损伤的标本数
物
数
, -·.//01% 2. # ! # # ! ! # # ! ! ! #
$$%& 对照
./
&". + .3
/
/
./
./
9:; + 9;
/
<
<
(4（ 56）"// 07·87 2.
./
/
9
=
# 9;3 + ;9 !
(4（ 57）"// 07·87 2.
# # ! # > /? /<；56：腹腔注射给药；57：灌胃给药

!" #" #$

%& 对 ’’() 肝损害小鼠的治疗作用 由表 9 可见，肝龙可

使受损肝组织恢复加速。腹腔注射肝龙组 ’()* 降低显著，有统
计学意义。肝脏病变程度，对照组 ./ 只均为（ ! ! ! ）级，而肝
龙腹腔注射和灌胃组分别有 9 只和 " 只小鼠肝脏损伤程度较轻
（ ! ! 级）。
表 9# 肝龙浸膏对 $$%& 肝损害的治疗作用及其肝脏
病理形态学的影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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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鸭血清 @ABC2@DE 抑制作用研究的 9 批实验结果显示：肝
.? < 和 9? / 7·87 2. ·F 2. 组对鸭乙型肝炎病毒感染鸭血清
龙 /? <，
@ABC2@DE 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尤以第 GGG 组（9? / 7·87 2. ·
F 2. ）效果最好，与阳性药 )HE 和 E$C 接近。以上实验结果表明，
肝龙对实验性鸭乙型肝炎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初步临床试验也得
到类似结果［"］。
美洲大蠊属于有翅亚纲外生翅类蜚蠊目，俗称蟑螂。其生活
环境肮脏，能携带并传播 </ 多种致病菌，自身却不罹病。研究表
明，与许多其他昆虫一样，蟑螂在长期的生存进化中形成了其独
特、
有效的防御机能和适应能力，在外界物质的诱导下，能迅速产
生抑杀多种细菌、真菌、病毒及原虫，甚至癌细胞的物质［;，=］。肝
龙胶囊就是利用现代工艺从美洲大蠊中提取的一组有效成分。
从目前国内批准用于治疗乙型肝炎的中药品种上看，其中绝大部
分来源于植物，而动物来源的极少［.］。肝龙胶囊疗效较好、毒副
作用很小是其特点。

参考文献：

组
别
.
"
9

’()*
药
小鼠
不同程度肝损伤的标本数
物
数
, -·.//01% 2. # ! # # ! ! # # ! ! ! #
$$%& 对照
./
"=< + ;.
/
/
./
./
/
9
=
# .9" + =: !
(4（ 56）"// 07·87 2.
./
"=" + ;3
/
"
3
(4（ 57）"// 07·87 2.
# # ! # > /? /<；56：腹腔注射给药；57：灌胃给药

［ . ］# 肖小河，赵艳玲，袁海龙，等? ". 世纪抗肝炎中药研究开发的机遇
"//.，
";（ ./）：
;;"?
与挑战［ I］? 中国中药杂志，
［ " ］# 谢荣慧，刘云华，赵玉蓉? 肝龙胶囊治疗慢性 乙 型肝炎疗效分析
［ I］?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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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陈渊卿，顾建人，蒋惠秋，等? 斑点杂交实验直接检测血清中乙型
.（ "）：
;9?
肝炎病毒 @DE? 中华传染病学杂志［ I］? .:39，
)$ 讨论
治疗肝炎的药物主要是通过杀灭病毒、增强机体免疫功能、 ［ & ］# 上海市医学化验所? 临床生化检验，上册［ J］?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
.:3"：
99"?
社，
抗坏死、抗脂肪变性、抗炎、促再生、抗纤维化等机制发挥疗效。
［
<
］
#
沈#
杰?
几种常见肝毒剂致肝损伤机制的研究现况
［ I］? 生理科学
$$%& 所致肝损伤是其被还原而产生氧自由基，后者与膜脂质和
进展，
.::/，
（ .）：
=/?
［<］
膜蛋白共价结合引起肝细胞坏死 。本实验证实肝龙有一定的
［ ; ］# J1K1LM85N，A5O10PNP G，*P01QL R，SK P%? GQFMTK51Q 1U PQK5VPTKSO5P% PT2
抗坏死作用，能降低由 $$%& 所致的小鼠高 ’()* 值，病理形态观
K5W5KL 5Q KXS XPS01%L06X 1U KXS N5%8Y1O0，B10VLZ 01O5，VL 5Q[STK51Q 1U
察时还发现给予肝龙的某些小鼠受损肝脏有明显再生加快现象。
U1O0 P%5Q \ KOSPKSF ]NTXSO5TX5P T1%5 ^ \ ." 5Q KXS PQKSO51O PQF 61NKSO51O
鸭乙型肝炎病毒（ @ABC）与人乙型肝炎病毒同属嗜肝病毒科，其
V1FL 6POK 1U %57PKSF %POWPS［ I］? $106 B51TXS0 )XLN51%，.::"，
./.（. ,
病毒复制及致病性十分相似。以鸭乙型肝炎动物模型评价抗乙
"）：
.=9?
肝病毒药物是一种较为有效而简便的方法，己被作为筛选抗乙肝 ［ = ］# 蓝江林，吴珍泉? 美洲大蠊抗菌物质的诱导与提取［ I］? 福建农林
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99（ .）：
9/?
病毒新药必做的药效学方法。肝龙胶囊口服对鸭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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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麦冬规范化种植技术研究
何家涛，赵劲松，瞿宏杰，别运清
（ 襄樊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襄樊# &&./".）
摘要：对湖北麦冬规范化种植过程中的选地、整地、选苗、种苗处理、栽种、肥水管理、病虫防治等技术环节进行研究，并
制定了湖北麦冬规范化种植技术操作规程，为湖北麦冬生产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湖北麦冬；# 规范化种植技术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B# # 文章编号：
.//32/3/<（ "//;）/32.9=.2/"
# # 湖北麦冬 $%&’() "(%*+,+（ -./012 ）41MO? WPO? 6O1P%5USOP R? *? JP
属百合科山麦冬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为《 中国药典》
（.::< 年版）
新增品种山麦冬的源植物，其块根与麦冬 3(.%’(’4’0 5+(’0%*/"
（ 4? U? ）8SO2(PY% 块根有相似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具有养阴生
津、润肺清心、除烦安躁等功能［.，"］。湖北襄樊市为湖北麦冬的
主产地，已有 &/ 多年的栽培历史，常年种植面积在 9 /// XP，年

产量已占全国麦冬产量 </_ 以上，为我国麦冬三大主产区之一。
为规范湖北麦冬生产，保证其药材质量，
"//. 年湖北省地道
药材《 湖北麦冬规范化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基地建设》项目正式
启动，在总结传统种植经验基础上，我们对湖北麦冬规范化种植
中的技术环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湖北麦冬主产地自然条件与生态环境
*" *$ 湖北麦冬主产地自然条件
收稿日期：
"//<2/32./；# 修订日期：
"//;2/92.<
*" *" *$ 湖北麦冬主产地气候条件 湖北麦冬主产地湖北襄樊市
基金项目：湖北麦冬规范化种植技术研究与示范基地建设资助项目（ 鄂科
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寒夏暑，冬干夏雨，雨热同
发社字 D1?【 "//.】".: 号）
年平均气温一般在 .< ‘ .;a ，无霜期为 ""3 ‘ "&: F，热量资源
作者简介：何家涛（.:;<2），男（ 汉族），湖北宜城人，现任襄樊职业技术学 季，
院副教授，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药用植物生物技术教学、研究与应 丰富，
具有较明显的过渡性，兼备了南北气候特点。年 降 水 量
用技术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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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和停药后第3天取血清,采用斑点杂交方法检测不同时间鸭血清DHBV-DNA,观察其动态变化,以病毒抑制率为疗效指标.结果:三次重复的结果表明,与给予生理盐水的病毒对照组比较
,肝龙的三个不同剂量组均有不同程度的疗效,且不同剂量组之间有一定的量效关系,其中GL3.0g·kg-1·d-1组疗效明显(P＜0.01),与阳性对照组无环鸟苷或磷羧基甲酸钠组的疗效无
显著性差异,而且作用持续时间较长.结论:肝龙(GL)胶囊可抑制DHBV感染雏鸭体内DHBV-DNA的复制.

2.会议论文 李树楠 治疗乙型肝炎新药肝龙胶囊的药效学初步研究 2007
目的：观察肝龙胶囊对鸭乙型肝炎病毒的抑制效果和对实验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方法：(1)以鸭乙型肝炎病毒(DHBV)静脉注射感染雏鸭为模型,于感染第7天后分组灌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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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GL三个不同剂量组对DHBV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有一定的量
效关系；(2)GL降低CCl4肝损伤小鼠血清SGPT值并减轻肝细胞损伤.
结论：肝龙胶囊可抑制雏鸭体内DHBV DNA的复制并能保护CCl4所致的小鼠肝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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