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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素 E1对大鼠胃窦肌电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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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慢性实验方法，在30只Wistar大鼠胃窦部浆膜面埋置 Ag Aga双极 电极 ，观 

察腹腔注射前列腺索 日 (IX~staglandin El，FGE1)对胃窦肌电活动的影响。结果发现 PGE】：① 

可降低慢波振幅；②使快波振幅呈现先抑制后增强的双相性变化，其增强时间较短；③导致腹 

泻。PGEl对慢波和快波的抑制作用与肾上腺素能 和 p受体无关，对快波的兴奋作用可能经 由 

胆碱能 M 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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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平滑肌细胞可合成多种前列腺素 (PC,)，并影响液体食物和电解质的转运 (Para— 

skevopouls等，1988；Kazuo等，1992；Softer等，1993)，抑制 胃酸分泌 (李建生等， 

1990)，具有明显的细胞保护作用 (王志钧等，1991)。目前多种 PGE合成剂已用于消化 

道溃疡的治疗 (Vantrappen等，1980；孙庆伟，1990)。PGE因其种类和给药途径不同， 

对胃肠各节段的运动功能表现出复杂的作用。离体实验证明，PGE1、PGE2可抑制胃窦环 

行肌自发收缩 (瞿颂义等，1994；Bennett，1976；Kazuo等 ，1976)；在体内，PGEl可抑 

制狗胃窦的运动 (张经济，1990)，但其作用机理尚未完全阐明，因此我们以胃窦肌电活 

动作为指标，用慢性实验方法探讨外源性 PGE1对大鼠胃窦肌电的作用，及胆碱能神经和 

肾上腺素能神经与PGEl作用的关系，为 PGEl的生理和药理学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实验 

资料。 

1 实验方法 

选用健康雄性 Wistar大鼠，体重 250～350 g，盐酸氧胺酮腹腔麻醉 (100 mg／kg)， 

在胃窦埋置 1对 Ag／Agcl双极片状电极，电极导线穿出腹壁肌肉经皮下潜行至两肩胛问 

引出体外，手术后 1周开始记录肌电活动，手术及记录前均禁食 16--l8h，饮水不限，每 

次注射 PGE，后记录肌电活动 1 h左右，以给药前同部位注射同温度无菌生理盐水作为正 

常对照。肌电活动用ND一82B型八道脑电图机做双极描记 (上海电子仪器厂生产)，时间 

常数 O．1 s，高频滤波30Hz。记录时将大鼠放在大鼠固定架内，限制其活动，可在其清醒 

安静情况下顺利进行。 

3O只大鼠随机分为Ⅳ组：I组单纯 PGEl(长春天诚药业有限公司)lO只，用 PGEt 

前，将其干粉剂溶解于0．9％无菌生理盐水配成溶液 (1~tg／mL)，盛于有色试剂瓶中，按 

要求的剂量注射 ，不用时，将溶液放人冰箱低温保存。PGE1粉剂在 一2{】℃下保存。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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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托品+PGE1 7只；Ⅲ组酚妥拉明+PGE1 7只；Ⅳ组心得安 +PGE1 6只。每种阻断剂注 

射后 10--15 min(视胃电改变而定)再注射PGE1。 

结果统计胃窦肌电慢波和快渡振幅，快波振幅以每簇快渡中最高值为代表。数据以平 

均数 标准差 ( ±SD)表示，作 t显著性检验。 

2 实验结果 

2．1 PGE_对胃窦肌电活动的影响 

大鼠腹腔注射 PGE1(6~tg／kg) (36．6±9．5)s后，胃窦肌电慢波和快波振幅明显降 

低，强抑制平均持续时间 (5．6±1．6)rain后 ，开始逐渐恢复。注射 PGE 15min时，慢 

渡活动仍低于正常水平，快渡活动却明显增强，即快波呈现先抑制后增强的变化，注射 

PGE130min后，慢波和快渡活动基本趋于正常 (表 1，图 1)。10只大鼠在 44次实验中， 

15次出现腹泻。 

2．2 阿托品加 PGEl对胃窦肌电活动的影响 

腹腔注射阿托品 (100旭／ )可不同程度降低慢波和快渡振幅 阻断 M受体后注射 

PGE．，胃窦肌电慢渡振幅仍然明显抑制，但在注射 PGE，15min左右，快波振幅增强效应 

消失 (表 2)。7只大鼠在 17次实验中出现 2次腹泻。 

表 1 眦 E1对大鼠胃窦肌电活动的影响 

Table1 Effects of眦 E1 olI rat’smatralmyoelectric activity 

*P<O．晒{ **P<0．01；⋯ P<0 001与对照组相比 (vs centra1)。(表 2-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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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注射 POE1快渡活动的双相性变化 

Fig 1 l~potar chang~of fast wave after injection of PGE】 

； P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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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酚妥拉明或心得安加PGE1对胃窦肌电活动的影响 

腹腔注射酚妥拉明 (300 ／kg)后，胃窦肌电慢波和快渡振幅升高。阻断 a受体后 

注射 PGEI，胃窦肌电变化与单纯使用 PGEI时一致 (表3)。7只大鼠在 14次实验中，出 

现 5次腹泻。 

裹 2 阻断 M受体 pGEl对胃赛肌电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PGEl Oil alltra]myoelectrtc activitywhenM receptm~wereI~ocked 

裹3 阻新Ⅱ受体PGEI对胃赛肌电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pGEl 0n alltra]myoelecU-k activitywhen口re~ torswere blocked 

+ <O．05；++P<O 0l；+++P<0．∞ l与酚妥拉明相比 ( Phemdamine)。 

裹4 阻断P受体pGEl对胃赛肌电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pGE1岫I allU~t[myoelectrlc activitywhen P recepte~were blo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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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心得安 (1．5mg／kg)后，胃窦肌电无明显变化，10min时再注射PGE1，胃窦肌 

电变化与单纯使用 PGE1时一致 (表 4)。6只大鼠在 19次实验中7次出现腹泻。 

3 讨 论 

大鼠胃窦肌电表现为慢波和快波，慢波是一种自发的去极化电位波动，振幅个体差异 

较大，个别大鼠慢波振幅可高达 2000 v，但亦有仅 30 v者。多数慢波波形似正弦波， 

上有平台，可出现切迹而使慢波呈双峰或多峰型。快渡 (峰电)发放多呈簇状，亦可单个 

发放，不规律地负载于慢波波峰或其降支之上，快波增强时在慢波任何部位均可发生 (张 

经济，1990)。慢波并不引起平滑肌收缩，但它为快波发放创造条件。当慢波除极电位使 

平滑肌细胞膜的除极超过某阈电位水平时，会诱发快波 (周衍椒等，1996)，并伴发平滑 

肌收缩，快波的频率和振幅决定平滑肌收缩的强度。在我们的实验中，可记录到大鼠慢波 

和快波，腹腔注射 PGEl后，胃窦肌电即刻发生抑制，与 Kowalewski等 (1975)在狗的 

离体实验中报道一致。然而我们的实验发现在注射 PGE 后快波呈现先抑制后增强的双相 

变化，这一结果未见报道。 

交感神经肾上腺素系统抑制胃的运动，迷走神经胆碱能系统增强胃运动，这与我们的 

实验阻断 M受体胃窦肌电抑制，阻断 受体胃窦肌电兴奋是一致的。PGE 抑制胃运动的 

机理还不太清楚。本实验用酚妥拉明和心得安分别阻断 、B受体后，PGE 对胃窦肌电的 

抑制作用仍然存在，说明 PGE1的作用与肾上腺素系统无关。Mishima等 (1976)和 

Sanders(1984)报道 PGE 引起的豚鼠和狗胃窦环行肌舒张伴有肌膜超极化和 K 通透性 

的增加，这可能就是 PGE 降低胃窦慢波振幅，抑制快渡活动的原因。胃肠电慢波为肌源 

性活动，较稳定；而快波对内外环境因素变化敏感。在我们的实验中，注射 PGE1 15 min 

左右，慢波仍明显抑制，而快波由抑制转为增强，这是一种分离现象。Sanders(1984) 

报道 PGE1可影响胃肠平滑肌胆碱能神经传递。我们用阿托品阻断 M受体后，PGE】对快 

波增强作用消失，说明胆碱能系统可能参与了 PGE．的作用。PG在体内代谢迅速，生物 

半衰期仅数分或数秒钟，从我们的慢性大鼠实验结果来看，P(正 的作用时间较长，说明 

除了直接作用外，可能还有其他机制参与。另外，PGE一的作用可能与其受体有一定关 

系。 

P(正 可促进液体食物的排空，影响电解质的吸收。我们的实验发现 PGE1注射后先 

引起快波抑制，15min左右快波增强，且大鼠有腹泻发生。阻断 M受体后，快波增强作 

用消失，大鼠腹泻减轻，阻断 、B受体后腹泻与单纯使用 PGE1时一致，由此可见胃窦 

快波增强是加速胃排空，导致大鼠腹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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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OSTAGLANDIN E1 ON RAT’S 

ANTlRAI，M Y0EI E( rNIC ACTIVITY 

LI Hmg—fan WANG Long—d QIN×Iao．mIn① 

(①Department ofPh~-iology．LanzfiouMedicalC~ege． 幽 730000) 

(②Hospital ofGansu Traditional Chinese~dedlcal College，La~ ou 730020) 

Abstract 

The effect of abdomnoinjection pmstaglandin E1(PGE1)on antra[myoelectric activity 

was investigated in 30 Wistar rats chronically implanted with Ag／AgC1 bipolar electrode on the 

serosal surface of antruru．It was found that PG E．could① decrease the amplitude of slow 

wave；② cause biphasic chav~es of fast wave．usually with enhancement before giving way to 

inhibition；③ catls~diarrhea．The inhibitory action of PGEl on slow wave and fast wave might 

be not mediated via adrenergicⅡand 8 receptor，and the excitatory action of PGE1 on fast wave 

was probably mediated via cholinergic M receptor． 

Key words Prostaglandin El(PGE1)，Antral myoelectric activity，Adrene c reeep— 

tot，Cholinergic M receptor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