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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Lorke 法为基础的半致死剂量分析法在油酸和化香树果序
及黄连素抗镉减毒评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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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镉污染严重威胁着农业的健康发展袁如何有效抗镉减毒是保障农业生产安全的重要措施遥然而袁目前缺乏高效的抗镉药物及简
便易行的评价方法遥本试验借助 Lorke 法为基础的半致死剂量渊LD50冤分析方法袁检测了油酸尧化香树果序尧黄连素等不同潜在的抗镉化合物
的减毒作用遥通过改良后的 Lorke 法测定不同抗镉药物对小鼠的经口镉 LD50 的影响遥结果表明袁与 200 mg/kg VC 相比袁灌胃 200 mg/kg 油酸尧
化香树果序尧黄连素能够减轻镉的毒性袁提高镉的 LD50遥LD50 由 140~160 mg/kg 分别上升至 300~320 mg/kg渊油酸组冤尧280~300 mg/kg渊化香树
果序组冤和 320~340 mg/kg渊黄连素组冤遥以上结果表明袁以 Lorke 法为基础的 LD50 分析方法袁能够评价出油酸尧化香树果序尧黄连素的减镉毒
作用及其剂量-效应关系遥以上结果同时证明了相同剂量下黄连素效果要优于油酸尧优于化香树果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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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LD50 Analysis Method in Evaluation of Oleic Acid袁Platycarya strobilacea Caryopsis and Berberine on
Resistance and Attenuation of Cadmium Toxicity Based on Lork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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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dmium pollution i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袁control and reduction of cadmiu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ensure the saf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However袁effective methods for controlling and evaluating cadmium toxicity are not available currently.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toxic and adverse effects caused by cadmium袁the LD50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Lorke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attenuating
effect of oleic acid袁Platycarya strobilacea caryopsis and berberine on cadmium toxicity.The modified Lorke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anti-cadmium drugs on transoral cadmium LD50 in mic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200 mg/kg of oleic acid袁P.strobilacea caryopsis and berberine
could reduce the toxicity of cadmium and increase the LD50 of cadmium in mice compared with 200 mg/kg of vitamin C.Their LD50 of cadmium rose to
300-320 mg/kg袁280-300 mg/kg and 320-340 mg/kg袁respectively.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LD50 analysis based on Lorke method was feasible to
evaluate the attenuating effect of oleic acid袁P.strobilacea caryopsis and berberine on cadmium toxicity袁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se and effect.
The results also proved that the attenuating effect of berberine on cadmium toxicity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oleic acid and P.strobilacea at the same dose.
Key words cadmium toxicity曰oleic acid曰berberine曰Platycarya strobilacea caryopsis曰median lethal dose

工业发展在推动农业生产的同时袁也带来镉等极具破坏
性的污染物

遥镉严重损害作物生长袁更严重损害动物肝肾

[1-3]

功能袁导致脏器损伤 袁产生极强的毒副作用
[4]

遥如何有效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及主要试剂

试验所用小鼠为 SPF 级昆明小鼠渊约 30 g冤袁购于广东

[5-6]

低镉对畜牧业的影响是农业部门关注的重点问题[7]遥

广州中医药大学试验动物中心遥氯化镉渊跃99%袁AR 级冤尧油

物毒性评价尧联合用药安全性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遥即

等袁购于上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遥

出毒物的毒性强弱变化遥然而袁试验动物作为食品尧药品评价

1.2.1 LD50 剂量范围试验遥基于 Lorke 法[10]袁将新购买的小鼠

半致死剂量渊LD50冤作为评价毒物毒性的重要指标袁在毒

使在不同毒物之间尧不同动物之间袁根据 LD50 同样能够评价

中的野活天平冶袁在精确评价药物的毒性时袁往往需要牺牲大

量动物进行反复检测才能评价出毒性强弱遥如常规的 LD50
测定试验通常需要小鼠 70 只左右[8]袁霍恩氏渊Horn冤法需要

40 只小鼠袁孙瑞元改良的寇氏渊Karbor冤法一般也需 30 只左右
的小鼠 袁而使用试验动物最少的 Lorke 法仅需 13 只小鼠 遥
[9]

[10]

本试验以使用试验动物最少的 Lorke 法为基础袁并以本

团队前期发现的油酸等抗镉化合物作为试验药物 袁以期为
[11]

降低镉污染的影响提供有益数据袁并拓展以 Lorke 法为基础
的 LD50 分析法在毒性评价中的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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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渊AR 级冤尧盐酸黄连素渊跃99%袁CP 级别冤尧VC渊跃99%袁USP 级冤
1.2 以 Lorke 法为基础的 LD50 急性毒性试验

适应性饲养 7 d 后袁随机分成 3 个不同的药物组和 2 个对照
组袁每个药物包含低尧高 2 个剂量遥每个药物组的小鼠给予

灌胃 30尧100尧300 mg/kg 氯化镉袁每个剂量 3 只小鼠遥每个药
物组 18 只小鼠袁对照组为 9 只小鼠袁每个剂量下分配 3 只

小鼠作为重复试验袁共 72 只袁分组情况见表 1遥给药 24 h 内袁
统计小鼠死亡情况袁计算 LD50 所在范围袁并在该范围内依据
Lorke 法设定 4 个新的氯化镉剂量遥
1.2.2

LD50 测定试验遥基于 1.2.1 试验结果袁设立 4 个新的

氯化镉剂量袁每个剂量下随机分配 1 只小鼠遥给药 24 h 内袁
统计小鼠死亡情况袁并计算 LD50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LD50 剂量范围初步测定

本文根据 Lorke 法进行急性毒性试验袁在灌胃 30尧100尧

300 mg/kg 氯化镉的同时袁灌胃油酸尧黄连素尧化香树果序等

房志家等院以 Lorke 法为基础的半致死剂量分析法在油酸和化香树果序及黄连素抗镉减毒评价中的应用
表1

药物剂量
mg窑kg-1
200
100/100
100/200
100/200

药物组
对照
VC
油酸
化香树果序
黄连素

2.2 LD50 测定试验

组别及处理
镉的剂量
mg窑kg-1
30/100/300
30/100/300
30/100/300
30/100/300
30/100/300

小鼠数量
只
9
9
18
18
18

注院试验过程受到广东海洋大学试验动物伦理委员会的监督和审查袁审
查号为 SYXK 2014-0053遥

潜在镉毒缓解药物遥在给药 24 h 内袁对小鼠进行观察袁并统
计死亡情况袁结果见表 2遥可看出袁对照组未给予镉毒缓解药
物时袁100 mg/kg 镉致死率为 2/3袁300 mg/kg 镉致死率为 3/3袁
给予常规镉解毒剂 200 mg/kg VC 则能有效降低 100 mg/kg

镉的致死率遥而给予 100尧200 mg/kg 化香树果序和黄连素以
及 200 mg/kg 油酸袁同样也能显著降低 100 mg/kg 镉致死率遥

镉对小鼠的半致死剂量范围往高剂量偏移遥为了进一步证

实该结果袁在 30~100 mg/kg 及 100~300 mg/kg 范围内各重新
选定 4 个剂量进行试验遥
表2

初步试验中各药物组镉致死率情况

药物组
对照
200 mg/kg VC
100 mg/kg 油酸
200 mg/kg 油酸
100 mg/kg 化香树果序
200 mg/kg 化香树果序
100 mg/kg 黄连素
200 mg/kg 黄连素

镉剂量
mg窑kg-1
220
240
260
280
300
320
340
360
380

30 mg/kg
0/3
0/3
0/3
0/3
0/3
0/3
0/3
0/3

200 mg/kg VC
LD50 剂量
mg窑kg-1
0/1
0/1
0/1
0/1
跃280
2/3
约300
1/1
1/1
1/1
1/1

死亡率

镉致死率
100 mg/kg
2/3
1/3
2/3
1/3
1/3
0/3
1/3
1/3

300 mg/kg
3/3
2/3
3/3
3/3
2/3
2/3
2/3
2/3

基于 2.1 的结果袁进一步探索在油酸尧黄连素尧化香树果

序等潜在镉毒缓解药物下的镉半致死剂量 LD50 遥结果如
表 3尧4尧5 所示遥可以看出袁对照组的镉经口半致死剂量在
140~160 mg/kg 之间遥给予常规解毒剂 200 mg/kg VC袁其镉半致

死剂量则上升至 280~300 mg/kg遥而给予 100 mg/kg 油酸后袁
镉半致死剂量上升至 260~280 mg/kg曰给予 200 mg/kg 油酸后袁
镉半致死剂量上升至 300~320 mg/kg曰给予其他集中镉毒缓
解药物袁镉半致死剂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遥在这几类潜在
表3

二次试验中对照组镉致死率

镉剂量/mg窑kg
120
140
160
220
240
260
280
300
320

死亡率
0/1
0/1
1/1
1/1
1/1
1/1
1/1
1/1
1/1

LD50 剂量/mg窑kg-1

镉剂量/mg窑kg-1
180
220
240
260
280
300
320
340
360

死亡率
0/1
0/1
0/1
0/1
1/1
1/3
1/1
1/1
1/1

LD50 剂量/mg窑kg-1

-1

表 4 二次试验中 100 mg/kg 油酸的镉致死率

表 5 二次试验中不同药物组的镉致死率

200 mg/kg 油酸
100 mg/kg 化香树果序 200 mg/kg 化香树果序
LD50 剂量
LD50 剂量
LD50 剂量
死亡率
死亡率
mg窑kg-1
mg窑kg-1
mg窑kg-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跃260
0/1
0/1
1/1
约280
0/1
跃280
1/3
跃300
2/3
2/3
约300
1/1
约320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死亡率

跃140
约160

100 mg/kg 黄连素
LD50 剂量
mg窑kg-1
0/1
0/1
0/1
0/1
跃280
2/3
约300
1/1
1/1
1/1
1/1

死亡率

跃260
约280

200 mg/kg 黄连素
LD50 剂量
mg窑kg-1
0/1
0/1
0/1
0/1
2/3
0/1
跃320
1/1
约340
1/1
1/1

死亡率

的镉毒缓解药物中袁黄连素的缓解效果最优袁给予 200 mg/kg

数袁将原有的单一范围 4 个剂量扩展到 2 个范围 8 个剂量袁

3 讨论

可能减少动物使用数量及精确度袁每组单一小鼠的分配原

黄连素时袁镉半致死剂量上升至 320~340 mg/kg遥

相对于霍恩氏法和孙瑞元改良的寇氏法袁以 Lorke 法为

基础的 LD50 分析方法能够方便快捷地探索出毒物半致死剂

量区间袁并且能够较准确地评价各联合用药的减毒效果遥在
第 1 次试验中袁以镉的半致死剂量近似值 100 mg/kg 为中间
值 袁以 1/3 LD50 近似值 30 mg/kg 和 3 倍 LD50 300mg/kg 分别
[12]

为毒性评价低值和高值进行分组袁各组 3 只袁这与改良的寇
氏法的各组剂量按等比级数尧各组动物数相等的原则基本相

同袁不仅确保了第 1 次试验较高的可信度袁同时还能初步评
价出该药物减毒渊LD50约100 mg/kg冤或增效渊LD50跃100 mg/kg冤作

用遥并针对原 Lorke 法探索镉等毒物存在剂量跨度较大袁导
致半致死剂量精确度较低等问题[10]袁细化二次试验所用剂量

可精确地反映出各抗镉药物剂量-效应关系遥同样考虑到尽
则还是能够提供许多重要的有益数据遥

在灌胃氯化镉的同时袁给予小鼠 100~200 mg/kg 的油酸尧

化香树果序尧黄连素能够不同程度地降低镉的毒性袁提高小
鼠镉的半致死剂量遥相对于由未灌胃任何抗镉药物的对照
组袁灌胃油酸组小鼠的镉半致死剂量由 140~160 mg/kg 升至

300~320 mg/kg袁其原因可能是油酸有效降低了镉的蓄积及

镉造成氧化胁迫袁降低镉对小鼠的毒性效应[13]遥而降低镉水

平也被认为是有效抗镉减毒的重要方法[14]遥灌胃化香树果序
与黄连素同样能够降低镉造成的毒性效应袁虽然目前尚未有
报道证实两者具有抗镉作用袁但化香树果序多糖被证实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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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免疫现象袁临床症状基本相同遥每个血清型又包含若干个
亚型遥根据世界口蹄疫中心公布袁口蹄疫亚型已有 80 多个袁

且不断有新亚型出现遥我国主要有 A尧O尧亚州玉型遥口蹄疫
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强尧耐干燥袁在自然条件下袁污染
的饲料尧饲草尧皮毛及土壤中病毒在数日甚至数周内仍有感
染性袁在-50耀-70 益条件下可保存数年曰高温和直射阳光渊紫

重视疫苗及佐剂的广泛应用袁近年来安徽省没有暴发口蹄疫
疫情遥
5.3.3

疫病诊断遥依据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特点袁可初步诊

断袁确诊需做病毒分离和血清学诊断遥病毒分离一般采用组
织培养尧实验动物和鸡胚 3 种方法遥血清学诊断有补体结合
试验尧乳鼠血清中和试验尧免疫扩散沉淀试验尧免疫荧光抗

外线冤对其有杀灭作用曰其对酸尧碱都特别敏感袁2%耀4%氢氧

体试验尧反向间接血凝试验尧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方法遥

化钠尧3%耀5%福尔马林溶液尧5%氨水尧0.2%耀0.5%过氧乙酸

5.3.4

或 5%次氯酸钠等都是口蹄疫病毒的良好消毒剂遥于感染对
象遥在自然条件下袁口蹄疫病毒可感染多种动物袁以偶蹄动
物易感性最高遥黄牛尧奶牛最易感袁牦牛尧水牛和猪次之袁再
次为绵羊尧山羊尧骆驼等遥多种野生动物如黄羊尧鹿尧野牛尧野
猪尧驼羊尧野山羊等均可感染遥人对本病有易感性袁儿童发病
严重袁成人较轻遥盂传染源及感染途径遥患病及带毒动物是
本病最主要的传染源遥本病可经消化道尧呼吸道以及损伤的
皮肤和黏膜感染遥口蹄疫病毒可经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播遥空
气也是重要的传播媒介遥榆潜伏期遥口蹄疫发病潜伏期为 1耀

7 d遥其流行有一定周期性袁约 3 年流行 1 次遥虞主要症状及

发病季节遥其临诊特征是口腔黏膜尧四肢下端及乳房等处皮
肤形成水疱和烂斑遥该病发病季节不明显袁四季均可发病遥
5.3.2

疫情形势遥安徽省有案可查的口蹄疫疫情共 6 次袁即

1932要1933 年尧1935 年尧1964 年尧1970 年尧1976要1985 年尧

1990 年遥口蹄疫血清型有 A 型和 O 型遥由于各级各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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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PH尧超氧自由基尧羟基自由基袁具备显著的抗氧化能力 曰
[15]

而黄连素也被证实能够降低脂质过氧化尧蛋白氧化袁具有强
抗氧化活性[16]遥结合结果及相关报道袁证实了基于 Lorke 法评
价油酸尧化香树果序及黄连素抗镉减毒活性的方法具有一
定的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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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遥淤综合防控遥一是加强检疫袁对购进的动

物及其产品尧饲料尧生物制品等进行严格检疫曰二是建立严
格规范的消毒制度曰三是定期注射防疫疫苗遥于疫情处置遥

发生口蹄疫疫情时袁必须依法规范立即处置疫情遥最后 1 头
病畜死亡或扑杀后 14 d袁经彻底消毒后袁可报请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解除封锁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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