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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微透析技术和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川芎嗪对
大鼠脑内多巴胺释放量的影响
吕允凤*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北京 100044)

摘要: 利用脑内微透析技术与现代分析方法, 考察了不同剂量川芎嗪对大鼠脑内多巴胺释放的影响。采用脑
内微透析技术进行在体动态取样, 建立了高效液相−电化学检测方法测定脑透析液中的多巴胺含量。结果显示川
芎嗪皮下给药能够剂量相关性地增加大鼠脑内不同脑区中多巴胺的释放。该方法能够在不影响动物正常生理活
动的情况下准确反映药物对大鼠脑内多巴胺释放量的影响, 与传统神经递质研究方法相比, 具有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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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igustrazine on extracellular dopamine
levels in rat brain dialysate
LÜ Yun-feng*
(Center for Medical Device Evaluation, Stat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44, China )

Abstract: Using brain microdialysis and LC-ECD, the content of dopamine in rat brain was det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ligustrazine. A liquid chromatography-electrochemical detector method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validat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dopamine in rat brain dialysat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igustrazine administration by subcutaneous injec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opamine release in rat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nucleus accumbens and hippocampus in a dose-related manner. The drug ’s effects on dopa
release in rat brain could be directly detected by microdialysis combined with HPLC-ECD and this method
has the preponderance over traditional neurology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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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透析 (microdialysis) 技术是一种在体化微量

量生物活性物质将顺浓度梯度从膜外逆向扩散入膜

采样技术, 采用具有一定截留分子量的纤维半透膜

内并随灌流液被引流出探头外, 从而达到从活体组

制成极细的微透析探头 (microdialysis probe, MDP),

织中取样的目的。以一定的时间间隔有序地接收透析

将探头埋入待测的组织区域内, 以恒定速度向探头

液, 并采用高灵敏度化学检测系统连续检测收集的

内灌注与组织液成分相近的等渗灌流液, 当灌流液

透析液中待测生物活性物质浓度, 便可监测活体动

流经探头前端透析膜时, 膜两侧形成非平衡条件 (即

物或人体特定组织区域内细胞外生物活性物质浓度

透析液中待测化合物的浓度低于它在探针膜周围样

随时间改变的动态变化。在神经化学领域, 可以对内

品基质中浓度), 位于探头膜外侧的组织内较小分子

源性神经递质及其代谢物进行实时取样, 能够获取
脑内特定部位和特定时间神经元细胞外液, 结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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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分析技术可以测定透析液中药物和化学递质的浓
度。全身或局部给药后, 通过微透析取样监测药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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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递质和内源性物质的影响, 及脑内递质水平和
行为之间的关系, 可了解药物的作用机制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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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盐酸川芎嗪 (纯度 99.2%,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盐酸多巴胺对照品 (美国 SIGMA 公司)。

。

微透析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人体和多种实验动物,

实验动物

雄性 Sprague-Dawley 大鼠 (北京实

取样部位几乎遍及体内各种组织, 除了神经化学方

验动物中心维通利华公司提供), 250～300 g。实验动

面的应用外, 其在药代动力学研究方面也发挥了更

物生产许可证号: SYXK (京) 2003-0008。

多作用。在我国也有很多学者对该项技术进行了多方

大鼠脑内微透析方法 [11−13]

面的应用, 如神经化学方面俞昌喜等[3]利用该技术对

Dulbecco’s 灌流液的配制

褪黑素的脑内机制进行了研究, 药代动力学方面吴
[4]

秀君等 利用稳定同位素内标微透析技术进行了尼
[5]

古丁脑局部药动学研究, 另外如透皮吸收的研究 等。
川芎 (Rhizoma Chuanxiong)

[6−9]

为伞形科植物川

冲盐加水及 12 mmol·L

−1

取 Dulbecco’s 磷酸缓

CaCl2 溶液, 配制成 pH 7.4

的缓冲溶液。使用前用 0.2 μm 的微孔滤膜过滤。
药物配制及给药分组

SD 大鼠 36 只, 分为空白

溶剂组和皮下给药 10、30 和 50 mg·kg−1 3 个剂量组,

芎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 的干燥根茎, 含挥发

每组 9 只。每只大鼠均进行中层额前皮质 (mPFC)、

油、生物碱、酚性成分、内酯类和阿魏酸等, 是首选

伏核 (NAC) 和海马 (HIP) 脑区的手术。

活血化瘀中药。川芎嗪 (ligustrazine, Lig; tetramethyl-

大鼠手术

购入的大鼠自由进食和饮水, 12 h 光

pyrazine, TMP) 是从川芎的生物碱中提取的四甲基

照周期, 室温 22 ℃, 饲养 3～5 天。将大鼠麻醉后, 用

吡嗪, 药理作用较广泛, 近年发现, 川芎嗪能防止小

双臂脑立体定位仪定位。确定所要研究的脑区的坐标:

鼠皮质 Aβ 淀粉样蛋白诱导的乙酰胆碱水平的降低,

脑内 mPFC 前卤前 3.2 mm, 旁右开 1.4 mm (10°倾斜),

也能降低海马中淀粉样 Aβ 蛋白诱导的炎症反应, 通

硬膜下 1.2 mm; NAC 前卤前 1.8 mm, 旁左开 1.5 mm,

[10]

[11]

发现, 前额

硬膜下 5.2 mm; HIP 前卤后 5.6 mm, 旁右开 5.0 mm,

叶皮质多巴胺受体数目减少与认知障碍严重程度相

硬膜下 5.2 mm。在颅骨上定位, 钻孔。将微透析探针

关, 从而提出认知障碍是由前额叶的多巴胺 (DA)

导引管植入目标脑区, 固定封口。

过多种药理作用改善认知功能

。研究

下降引起。临床上有使用 DA 兴奋剂治疗和改善认

鼠脑微透析取样前准备

脑内埋置透析导管的

知功能障碍的报道。为考察川芎嗪对脑内多巴胺释

大鼠恢复 3～5 天后, 如愈合良好、无神经损害症状

放的影响, 应用微透析技术进行活体动物给药前后

即可用于实验。准备微透析系统, 将探针接入, 于大

的取样, 取样后采用 HPLC-ECD 检测脑内的 DA 水

鼠背部皮下埋一条皮下给药管后进行透析工作。先

平。通过神经递质给药前后的动态变化, 评价药物的

以 0.3 μL·min−1 灌流过夜, 取样当天将流速调至 1.5

作用。

μL·min−1。
脑透析液样品的收集

材料与方法
仪器与试剂

在连续收集 3 个基础样

品 (每次 30 min), 经检测多巴胺的浓度稳定后, 以此
大鼠鼠脑定位仪 (深圳市瑞沃德

生命科技有限公司)、牙科直型手机 (日本 NSK 公

点为零时间点, 经给药管给予空白溶剂, 收集 30 min
透析液, 第 30 min 再给予一定剂量的药物, 于第 60、

司)、Thomas ISO 014 牙科钻头 (法国 BORGES 公

90、120、150、180 和 210 min 换收集管收集透析液。

司)、8 mm 与 5 mm 探针向导管 (绵阳高新区佰脉生

透析液收集后于 −70 ℃保存待测。

物仪器有限公司)、Ⅱ型自凝造牙粉 (上海珊瑚化工

脑内手术位置验证

通过大脑切片确定探针所

厂) 用于大鼠手术; 微透析灌注系统包括: PHD2000

在位置是否与鼠脑定位图所示位置相符。若探头膜错

型微量恒流泵及微量控制器 (美国 HARVARD 公

位或脑内损伤过重, 实验结果应弃去。

司)、微透析探针 (绵阳高新区佰脉生物仪器有限公

脑透析液中多巴胺分析方法的建立 [12−14]

司)、Dulbecco’s 磷酸缓冲盐 (美国 SIGMA 公司)。

溶液的配制

分别配制 12 mmol·L−1 CaCl2 溶液、

10AD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日本岛津公司)、Modle

0.1 mol·L−1 高氯酸溶液备用。精密称取盐酸多巴胺用

5200A 型 Coulochem Ⅱ电化学检测器 (美国 ESA 公

0.1 mol·L−1 高氯酸溶液配制成 5 mmol·L−1 多巴胺标

司)、Shimadzu Class-VP 工作站 (日本岛津公司)、AT201

准储备液。精密称取谷胱甘肽加水及甲酸 600 μL, 使

分析天平 (瑞士 Mettler-Toledo 公司)、Atlantis T3 色

溶液约为 pH 3.3, 作为多巴胺稳定剂。

谱柱 (100 mm × 2.1 mm, 3 μm, 美国 Waters 公司)。
麻醉用戊巴比妥钠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

色谱条件

采用 Atlantis T3 色谱柱 (100 mm ×

2.1 mm, 3 μm, 美国 Waters 公司), 流动相为乙腈: 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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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液 (75 mmol·L−1 三水合醋酸钠, 24 mmol·L−1 无水
柠檬酸, 1.2 mmol·L−1 十二烷基硫酸钠, 0.5 mmol·L−1
EDTA-2Na 溶于 4 L 重蒸水, 混匀, 1 mol·L−1 NaOH
调至 pH 5.4) = 20 ∶80。检测器参数 E1: −100 mV, R1:
1 μA; E2: 180 mV, R2: 10 nA。流速 0.32 mL∙min−1, 柱
温 25 ℃, 进样量 20 mL。
样品预处理

精密量取透析液样品 20 μL 置 200

μL 的 PCR 离心管中, 加入多巴胺稳定剂 5 μL, 混匀。
方法学考察
线性关系

取多巴胺储备液按溶液配制方法配

制成 5、2、1、0.5、0.2、0.1 和 0.05 nmol·L−1 的对照
溶液, 进行测定。以多巴胺色谱峰面积为纵坐标, 以
样品中多巴胺浓度为横坐标, 用加权 (1/X 2) 最小二
乘法进行回归运算, 求得标准曲线。
回收率与精密度

取多巴胺储备液配制高、中、

低 3 个浓度分别为 2、0.5 和 0.1 nmol·L−1 的质控样品
溶液各 5 份, 按样品预处理方法处理后进样测定, 由
随行标准曲线求出各质控样品的浓度, 分别计算日
内精密度和日间精密度。
稳定性考察

以多巴胺储备液分别配制 0.1、0.5

−1

和 2.0 nmol·L 的对照溶液, 以当天重新配制的多巴
胺储备液配制上述 3 个浓度作为对照溶液, 在 90 天
内考察了储备液的放置稳定性。按回收率实验样品配
制方法配制 0.1、0.5 和 2.0 nmol·L−1 3 个浓度多巴胺
溶液, 每次以新配制的 3 个浓度溶液作为对照, 分别
考察了样品处理后于 4 ℃放置、样品短期冰冻以及样

Figure 1 Chromatogram of blank Dulbecco ’s (A), standard
dopamine (DA, B) and dialysate of rat (C)

品处理后冻融的稳定性。
数据处理

用给予药物后透析液中多巴胺的浓

线性关系考察结果回归方程为 Y = 123 486 X −

度相对于基础状态下透析液中的浓度的百分数来表

7 092, r = 0.999 2。多巴胺在 0.05～5 nmol·L−1 内呈良

示。给药前平均基线浓度 (−60, −30 和 0 时间点) 指

好线性关系。检测限 (S/N = 3 ∶1) 和定量限 (S/N =

定为 100%, 计算各取样点浓度与该平均浓度的比值,

10∶1) 分别约为 0.005 和 0.017 nmol·L−1; 本实验多

实验数据采用均值±标准差表示, 以单给予空白溶剂

巴胺的标准曲线采用 0.05 nmol·L−1 作为线性范围下

组作为对照组, 采用随机区组设计的单因素方差分

限。用作质控的样品测定结果显示其 RSD 均≤10%。

析 (ANOVA), 比较给药后各脑区神经递质相对于本

日内、日间精密度良好, RSD 均小于 5%。将求得

脑区对照组的变化情况, 当 P < 0.05 时差异有显著意

的浓度与已知加入浓度相比, 考察样品的相对回收

义。不同脑区的组间比较采用比较其百分数曲线下

率。低、中、高的相对回收率分别为 101.6% ± 0.81%、

AUC 的大小来反映药物作用所产生的效应大小。

99.9% ± 0.62% 和 100.3% ± 0.85%。
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样品储备液在 4 ℃ 能稳定

结果

放置至少 90 天。样品处理后在 4 ℃至少能稳定放置

1

3 天, 在 −70 ℃冰冻环境下至少能稳定放置 1 周, 且

方法学考察
方法的专属性考察结果表明在选定的色谱条件

下, 基线噪音较小, 多巴胺与脑内内源性杂质得到良
好分离, 峰形良好, 无杂质峰干扰。保留时间为 6.2
min。结果见图 1。

在反复冻融 3 次后仍保持稳定。
2

mPFC、NAC 和 HIP 中多巴胺基线水平
灌流液平衡 1 h 后收集 3 个基础样品, 经检测物质

的浓度稳定后, 给予空白溶剂和药物。实验中所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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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 mPFC 位置的 DA 基线浓度为 (0.19 ± 0.19) nmol·L−1
(n = 26), NAC 位置的 DA 基线浓度为 (1.09 ± 0.37)
nmol·L−1 (n = 26), HIP 位置的 DA 基线浓度为 (0.39 ±
0.28) nmol·L−1 (n = 24)。
3

盐酸川芎嗪皮下给药对大鼠脑内 DA 释放的影响
大鼠皮下给予盐酸川芎嗪 10、30 和 50 mg·kg−1

后 mPFC、NAC 和 HIP 中各时间点透析液中平均多
巴胺浓度相对于平均基线浓度的百分数变化情况如
图 2 所示。
盐酸川芎嗪 (10、30 和 50 mg·kg−1, sc) 可以剂
量相关性地增加大鼠脑内 mPFC 的 DA 释放。各剂量
组较空白溶剂对照 (vehicle controls, VEH) 组最大
增加量分别为 (128.00 ± 13.24) % (10 mg·kg−1, n = 6)、
(145.20 ± 19.18) % (30 mg·kg−1, n = 9) 和 (189.70 ±
17.35) % (50 mg·kg−1, n = 6)。
盐酸川芎嗪 (10、30 和 50 mg·kg−1, sc) 可以
剂量相关性地增加大鼠脑内 NAC 的 DA 释放。各剂
量较 VEH 组最大增加量分别为 (116.62 ± 5.63) %
(10 mg·kg−1, n = 6)、(137.83 ± 7.67) % (30 mg·kg−1, n = 8)
和 (156.48 ± 9.38) % (50 mg·kg−1, n = 6)。
盐酸川芎嗪 (10、30 和 50 mg·kg−1, sc) 可以剂
量相关性地增加大鼠脑内 HIP 的 DA 释放。各剂量
较 VEH 组最大 增加 量分别 为 (116.52 ± 13.34) %
(10 mg·kg−1, n = 6)、(143.04 ± 19.36) % (30 mg·kg−1, n = 6)
和 (172.68 ± 16.36) % (50 mg·kg−1, n = 6)。
可见, 3 个剂量的盐酸川芎嗪在 3 个脑区内都能
增加 DA 的释放量, 但其在各脑区内的效应略有差别,
见表 1。由表 1 可知, 盐酸川芎嗪对上述 3 个脑区的

Figure 2 Time-course effect of ligustrazine (LZH) on extracellular dopamine (DA) in (A) the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
(B) nucleus accumbens (NAC), and (C) hippocampus (HIP)
compared with vehicle controls (VEH). The arrows indicate
drug injection times. Data are x ± s (n = 6−9) of the dialysate
dopamine levels, expressed as a percentage of each predrug
baseline dopamine value

DA 释放的影响存在差异, 其中, 对 mPFC 处的 DA
释放影响最强, 其次为 HIP 位置, 对 NAC 处 DA 释

使其能够在神经化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活体

放的作用明显弱于其他两处。

动物的连续取样, 能够更好地监测神经递质实时状
态的变化, 从而对药物脑内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

讨论

由于多巴胺在水溶液中不稳定, 实验过程中对

微透析技术的应用虽然手术操作要求较高, 但

多 种 抗 氧 剂 及其 对 多 巴 胺水 溶 液 的 稳 定性 进 行 考

具有不影响实验动物正常生理活动的优点, 这一点

察, 当溶液中含有 0.1% 甲酸与 2 mmol·L−1 谷胱甘肽,

Table 1 Effects on the % net AUC of extracellular DA levels in the mPFC, NAC and the HIP. % net AUC is the area under the
percentage curve, log(AUC m), log(AUC N) and log(AUC H) are the logarithm of the area under the percentage curve for mPFC, NAC
and HIP, respectively
Dose
/mg·kg−1

% net AUC ( x ± s)
mPFC

NAC

HIP
−1.10 ± 9.57

log(AUCm)−
log(AUCN)

log(AUCm)−
log(AUCH)

log(AUCN)−
log(AUCH)

0

16.64 ± 13.65

12.40 ± 9.35

10

174.21 ± 104.1

56.98 ± 40.77

74.19 ± 46.31

0.485 3

0.370 7

−0.114 6

30

315.40 ± 67.41

72.60 ± 27.50

148.63 ± 68.73

0.637 9

0.326 9

−0.311 0

50

512.31 ± 84.96

99.02 ± 17.35

254.18 ± 73.81

0.713 8

0.304 4

−0.40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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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3.30 时, 多巴胺的稳定性相对最好。

[6]

流动相中水相与有机相比例以及流动相的 pH 值

Shen H.
[J].

电化学检测方法操作简便、检测迅速, 特异性强,

The clinical use and pharmacology of ligustrazine

Mod J Integr Tradit Chin West Med (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

志), 1999, 8: 1735−1737.
[8]

Wu ZG.

The development of tetramethylpyrazine in pharma-

cology [J].

理指标直观反映药物在脑内特定部位的作用情况。

J Wuhan Inst Chem Tech ( 武汉化工学院学报),

2003, 25: 28−31.

本文采用脑内微透析技术与 HPLC-ECD 分析方
法相结合, 研究传统中药有效成分川芎嗪对大鼠脑

Lishizhen Med Mater Med Res ( 时珍国医国

药), 2005, 16: 532−533.
[7]

作。
灵敏度高, 与微透析取样技术相结合能用量化的药

The pharmacology and mechanism study of

ligustrazine [J].

对多巴胺峰位的影响较为明显, 因此, 应在配制流动
相时精确两相的混合比例, pH 的调节步骤应严格操

Liang AK.

[9]

Deng CE.

The pharmacology and clinical use of tetramethyl-

内神经递质多巴胺释放的影响, 发现盐酸川芎嗪皮

pyrazine [J].

下给药能够增加大鼠脑内不同脑区多巴胺的释放,

2001, 12: 656−657.

且这种作用呈剂量相关性, 对不同脑区的作用强度

Lishizhen Med Mater Med Res ( 时珍国医国药),

[10] Geng HM, Wang YZ, Zhang DQ.
for Alzheimer’s disease [J].

略有差别。

Naturally occurring drugs

Pharm West China (西部药学),

2006, 3: 91−93.
[11] Okubo Y, Suhara T, Suzuki K,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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