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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用植物制成药物来治疗疾病的方式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结晶，仙人掌是民间常用于治疗
支气管哮喘的植物。但仙人掌是否能够有效缓解支气管哮喘，且仙人掌的有效成分是什么还
不得而知。
方法:根据这一科学问题，本课题采用了谷本系数的相似度比较方法初步筛选出可能的有效
成分，并在哮喘动物模型中观察这些成分的效应。
结果:首先以麻黄碱作为模板分子，利用谷本系数比较仙人掌中的主要的生物碱成分和麻黄
碱之间的相似度，结果发现食用仙人掌可能可以治疗哮喘，并且药效可能是由于生物碱，作
用机理与麻黄碱类似, 都为松弛支气管平滑肌，收缩血管，兴奋中枢神经。在哮喘动物模型
中，我们观察到食用仙人掌能够缓解支气管哮喘，且其中仙人掌生物碱的效果较好，在仙人
掌的生物碱中，大麦芽碱的效果较好。主要缓解的机理为松弛支气管平滑肌，收缩血管。
结论:仙人掌对哮喘有一定的治疗效应，有很好的利用前景，值得进一步开发。
关键词：食用仙人掌 生物碱 支气管哮喘 大麦芽碱 谷本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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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Vegetable drug, used to treat disease, is the crystal o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Cactus,
as a Chinese herb, is often applied in the treatment of bronchial asthma. But whether cactus can
really relieve bronchial asthma, and what compound in the cactus can relieve asthma remains unknown.
Methods: Based on this scientific question, this project aims to select the effective compounds to
asthma through comparing the similarity among several compounds of cactus via tanimoto coefficient, then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hese compounds in animal models of asthma.
Results: The ephedrine as template molecules was compared its similarity with compounds contained in cactus. So it is supposed that cactus may be able to alleviate asthma and alkaloid is the
effective compound of cactus.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is similar to ephedrine which can relax
bronchial smooth muscle, contact blood vessels and excite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animal
models of asthma, we confirmed that cactus can relieve bronchial asthma. In cactus alkaloid is
proven effective and hordenine most effective among alkaloids. Main mechanism is to relax bronchial relax muscle and contract blood vessels. Meanwhile, alkaloid can also alleviate the airway
inflammation.
Conclusion: Cactus can have a beneficial effect on asthma with a promising prospect, and is worthy of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cactus; alkaloid; bronchial asthma; hordenine; tanimoto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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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支气管哮喘作为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很多人都深受其“害”。特别是近年来，空气质
量严重恶化，雾霾现象日趋频繁，支气管哮喘的发病几率也越来越大。很多人在换季时，灰
尘较大时，或者有花粉时就会引发支气管哮喘。我的父亲患有支气管哮喘，冬春换季时便会
发病，苦不堪言，一家人为他的支气管哮喘操碎了心。最近舅妈从同事那里听说食用仙人掌
适量，去刺及皮后，上锅蒸熟，加白糖适量后服用，对哮喘疗效甚佳，打算一试。而中医世
家也有对仙人掌缓解支气管哮喘的介绍：治支气管哮喘：仙人掌茎，去皮和棘刺，蘸蜂蜜适
量熬服，每日一次，每次服药为本人手掌之 1／2 大小，症状消失即可停药（《全国中草药汇
编》）[1]。而我却对此提出了质疑：这个偏方是否真的可信？对于目前比较流行的食用仙人
掌这一品种的仙人掌是否具有缓解支气管哮喘的作用？于是我以此为目的展开了本课题的研
究。
近几年的研究表明，仙人掌中主要含有各种微量元素，如钙、镁、铁、铜等，黄酮类化
合物，生物碱类化合物，多糖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等，其中的生物碱类成分大多具有
生理活性。目前的研究表明生物碱类物质具有平喘化痰、镇咳、松弛平滑肌，消肿利尿，抗
肿瘤，抗炎，抗菌，降压，扩冠，抗矽肺，解有机磷中毒等作用[2]。仙人掌中生物碱的含量
较高，种类复杂。美国普渡大学对仙人掌中生物碱中的含量和种类做了详细的研究，但对于
食用仙人掌的生理活性的研究国内外都比较少。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疾病。是一种由嗜酸性粒细胞、T 淋巴细胞，肥
大细胞等参与的炎症反应

[3]

。哮喘病因及发病机制比较复杂，目前哮喘的药物治疗仍然存

在很多问题，缺乏根治哮喘的药物，激素治疗存在严重副反应。因此，需要研发新的治疗药
物。
祖国医学中有很多验方用于治疗喘病，因此我们可以从我国的传统药物—中药中寻找合
适的药方来缓解哮喘。
目前对于中药活性成分的研究十分热门，其意义在于中药活性成分部分可直接成为新
药，并且可以有效避免一些中药的毒性，可以为中药复方提供基础，可以推进中药的现代
化。目前中药天然药物活性成分的研究方法主要为活性指导下的靶向追踪分离方法和体内代
谢方法。[20]由于中药难以建立合适的活性模型，而且中药制剂的多样性，可能有多重成分共
同作用于一种疾病，缺一不可，使得中药活性成分的研究较为困难。本课题所采用的研究方
法可以为中药活性成分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然而，有关食用仙人掌能否缓解支气管哮
喘却鲜有报道。
6

由于人体实验的局限性，目前对于哮喘的研究往往通过建立与人体类似的哮喘动物模型
来进行。[5]目前国内外对于支气管哮喘的研究都比较多，方法和药物也不尽相同。因此，我
们系统建立规范动物模型来考核食用仙人掌能否缓解支气管哮喘。
所以，本研究目的是探究食用仙人掌能否缓解支气管哮喘和本研究所采用的利用谷本系
数确定中草药中有效成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本研究主要是为民间偏方仙人掌熬服后能够缓
解支气管哮喘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并为中草药的药理作用和有效成分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
方法。
2.研究方法
2.1 主要仪器和试剂
SPF 级 BALB/c 小鼠雌性（周龄 4 周，体重在 20g 左右）（斯莱克，中国）
卵白蛋白（OVA）（sigma ，美国）
氢氧化铝凝胶（赛默飞公司，美国）
PBS 磷酸缓冲盐溶液（thermo fisher，美国）
10 年生米邦塔仙人掌（Optunia Milpa Alta）（金欣仙人掌，中国）
小鼠免疫球蛋白（IgE）ELISA 检测试剂盒（R&D systems，美国）
多聚甲醛，二甲苯，苏木精，双蒸水，1%盐酸酒精，伊红（都为分析纯）（国药集团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中国）
小鼠雾化吸入仪器（艾蒂安品牌，中国）
sysmex XE-2100（sysmex，日本）
多功能反应器（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旋转蒸发仪（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电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中国）
酶标仪（Labsystems Multiskan MS，芬兰）
TL-18M 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上海离心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
石蜡包埋机（Leica，美国）
切片机（Leica，美国）
烤片机（Leica，美国）
倒置显微镜（LeicaDMI，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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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流程
经过文献查阅和与指导老师交流，本研究决定先利用谷本系数判断食用仙人掌中已知化
学成分与常用缓解支气管哮喘的药物之间的相似度，发现食用仙人掌中的生物碱可缓解支气
管哮喘。再分别对仙人掌的生物碱提取物，仙人掌乙醇提取物和仙人掌水提物进行药理实验
验证，观察初步结果。根据相似度计算结果猜测仙人掌中的大麦芽碱和酪胺可缓解支气管哮
喘。接着，对大麦芽碱和酪胺进行药理实验验证。最终判断食用仙人掌是否真的能够缓解支
气管哮喘和本研究所用研究方法的有效性。

图 1：本课题的研究流程
2.3 谷本系数计算相似度
谷本系数(Tanimoto/jaccard coefficient)一种度量两个集合之间的相似程度的算法，
相似系数介于 0 到 1 之间,是一种常用的 2 维分析分子之间相似程度的方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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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谷本系数计算方法示例
2.4 仙人掌提取物制备
2.4.1 仙人掌水提物的制备
将新鲜米邦塔仙人掌 15g 切成块，至于烧杯中，加水浸提，过滤，减压蒸发浓缩至
200ml，加 95%乙醇 150ml，取沉淀，即得仙人掌水提物，取 40mg 水提物溶于 50ml 蒸馏水。
[7]

2.4.2 仙人掌乙醇粗提物的制备
取新鲜米邦塔仙人掌 150g 切成块放在托盘中，放入 90℃的电热鼓风干燥箱中烘干 3 小
时。将干片按物料比 1：15 加入 95%乙醇密封保存[8] ，静置 3 天。滤去不溶物，滤液用旋转
蒸发仪于 45℃的水温下减压浓缩蒸干液体即得仙人掌乙醇粗提物。称取仙人掌乙醇粗提物
40mg，加入 50ml 的水配成 0.8mg/ml 的溶液。
2.4.3 仙人掌生物碱的制备
取新鲜的米邦塔仙人掌 150g 切成块放在托盘中，放入 90℃的电热鼓风干燥箱中烘干 3
小时。取烘干的仙人掌放入多功能反应器中，加入 95%的乙醇，水浴加热至药液 50℃保持 3
小时，放出药液过滤出药渣，将澄清药液减压浓缩至每毫升含 1g 生药。加入 10%的稀盐酸
调节 pH 值为 3，充分搅拌，滤去不溶物质，将上层清液继续浓缩至 200ml，加入 20%的氢氧
化钠溶液调节 pH 值为 10，加入 300ml 二氯甲烷，萃取 3 次，合并二氯甲烷层，减压浓缩回
收二氯甲烷，得二氯甲烷部位干燥物，为仙人掌中的生物碱。量取 40mg 仙人掌生物碱并加
[8]
入 50ml 的水配成 0.8mg/ml 的溶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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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鼠哮喘模型的建立
取 2mg OVA 溶于 1000ul PBS 中，然后加入 1000ul Al（OH）3 凝胶，充分混匀于 d1，
d7，d14 对小鼠进行腹腔注射 100ul。
取 OVA 400mg 溶于 40ml PBS 溶液中，使用专用雾化仪器，于 d25，d26，d27 对小鼠进
行雾化[9]。

图 3：模型建立示意图
2.5.1 实验分组
（1）为了测定仙人掌生物碱，乙醇提取物与水提物对支气管哮喘的缓解作用，我随机
对 20 只雌性小鼠进行分组，分别为生物碱组、乙醇粗提物组、水提物组、模型对照组和空
白对照组，每组 4 只小鼠
（2）为了探究食用仙人掌中大麦芽碱和酪胺对支气管哮喘的缓解作用，我随机对 20 只
小鼠进行分组，5 只大麦芽碱组，5 只酪胺组，5 只模型对照组，5 只空白对照组。
2.5.2 灌胃给药
按每次每只小鼠 0.1ml 进行灌胃。
参照《药理实验方法学》记录小鼠打喷嚏次数，抓鼻次数和哮喘程度。计分方法为：以
小鼠没有出现喷嚏记为 0 分，出现 1～3 个喷嚏记为 1 分，出现 4～10 个喷嚏记为 2 分，出
现>11 个喷嚏记为 3 分；没有出现抓鼻记为 0 分，轻度抓鼻记为 1 分，频繁抓鼻记为 2 分，
抓鼻不止记为 3 分；呼吸正常记为 0 分，呼吸急促记为 1 分，明显喘息记为 2 分，喘息致死
记为 3 分。[10]
2.6 小鼠标本采集
（1）小鼠禁食 12h 后，眶静脉取血 0.1ml 与 EDTA 盐混合。取 0.1ml 的混合液与
1mlPBS 充分混合置于一次性人体血样采集器中。利用 sysmex XE-2100 进行检测。
（2）每只小鼠注射 1%的戊巴比妥铵 0.1ml 麻醉后，打开胸腔，心脏取血约 1ml。4℃
1500 转离心 10min，收集上清，-20℃冻存备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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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只小鼠注射 1%的戊巴比妥铵 0.1ml 麻醉后，打开胸腔，充分暴露气管进行气管
插管，0.9%NaCl 溶液灌洗 3 次。肺泡灌洗液（BALF）于 4℃1500 转离心 10min，收集上清，
-20℃冻存备用[11]。
2.7 血清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的 IgE 测定
冻存的血清 7 和肺泡灌洗液采用双抗体夹心 ELISA 法检测总 IgE 含量，具体操作见说明
书[11]。
2.8 肺组织切片[12][13]
2.8.1 肺组织的固定
取左肺上叶分离，置于 4%多聚甲醛中，4 度下固定 24h。取出放于小白色组织盒子中，
自来水流水冲洗过夜。
2.8.2 肺组织脱水
将放有肺组织的白色组织盒依次置于 75%酒精 2h，85%酒精 2h，95%酒精 1.5h，100%酒
精中 1h，依次进行脱水。
2.8.3 组织透明
将脱好水的肺组织依次放于乙醇：二甲苯（1:1）中 50min，二甲苯Ⅰ（100%）中
25min，二甲苯Ⅱ（100%）中 25min，进行透明。
2.8.4 组织浸蜡与包埋
将组织块从二甲苯Ⅱ中取出后置于纯蜡Ⅰ中 35min，后置于纯蜡Ⅱ中 2h，纯蜡Ⅲ中过
夜，使组织块充分浸蜡。将蜡缸转移至石蜡包埋台中，取出组织，修剪成长方形。包埋好的
蜡块置于室温过夜后切片。
2.8.5 组织切片
（1）将包埋好的蜡块，将蜡块放置于包埋机的相应位置，安装上新的刀片，蜡块的切
面与刀面要平行。
（2）向展片机中加入双蒸水加到 2/3 的位置，加热到 42 摄氏度，调整切片厚度为 46µm，连续切出 5-7 个连续组织块后，用毛笔将组织块置于展片机中，充分展平。
（3）调整烤片机的温度到 62 摄氏度，将展好片的组织块，用载玻片捞起标记好后置于
62 度的烤片机上，烤片时间为 2 个小时。
（4）将烤好的片子放于切片盒中，放置于 55 摄氏度的烘箱中。
2.8.6 HE 染色
（1）脱蜡：将肺切片依次放于二甲苯Ⅰ（100%）10min、二甲苯Ⅱ（100%）1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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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木精，伊红染色：将切片放于二甲苯：乙醇（1:1）5min，然后将切片放于
100%酒精 3min 中，然后分别用苏木精，伊红进行染色 3-5s。
（3）二甲苯透明：将切片依次通过二甲苯：乙醇（1:1）5min-二甲苯Ⅰ5min-二甲苯Ⅱ
5min，之后将玻片放于载玻片板上，用大枪头滴加两滴中性树脂，避免气泡产生，加盖盖玻
片，放于通风橱中至中性树脂完全干固。
（4）上述操作步骤均在通风橱中完成。
2.8.7 光学显微镜观察拍片
3.实验结果
3.1 谷本系数计算结果
用二维分子相似性计算方法谷本系数来计算模板分子与仙人掌中化学成分的相似度，其
方法为

，如：
表 1. 麻黄碱与大麦芽碱之间相似度的计算结果
苯环

羟基

甲氨基

氨基

甲基

甲基

麻黄碱

1

1

1

0

1

1

大麦芽碱

1

1

0

1

1

1

J(麻黄碱，大麦芽碱)=0.8

表 2. 麻黄碱与 2-苯乙酰胺之间的相似度
苯环

酰胺基

甲氨基

羟基

麻黄碱

1

0

1

1

2-苯乙酰胺

1

1

0

0

J(麻黄碱，2-苯乙酰胺)=0.25

表 3. 麻黄碱与酪胺之间的相似度
苯环

羟基

氨基

甲氨基

甲基

麻黄碱

1

1

0

1

1

酪胺

1

1

1

0

1

J（麻黄碱，酪胺）=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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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小鼠支气管哮喘模型评价
3.2.1 小鼠总体行为学记录
表 4. 各组小鼠气道炎症评分（1）
组别

炎症均分

空白对照

0.0

模型对照

7.5

3.2.2 小鼠白细胞指标

OVA 致敏激发后小鼠的中性粒细胞数较小鼠血常规指标高，单核细胞数较小鼠血常规指
标高。符合致敏小鼠支气管哮喘症状后的变化情况。表 5 (

) （10^9/L）

白细胞总数

淋巴细胞数

中性粒细胞数

空白对照组

0.50

0.20

0.33

0.04

0.08

0.01

哮喘模型组

0.66

0.18

0.40

0.17

0.12

0.03

由小鼠的一系列行为和小鼠血液白细胞中的白细胞总数，淋巴细胞数和单核细胞数的变化可
表明小鼠支气管哮喘模型建立成功。
3.3 仙人掌的缓解效果
3.3.1 小鼠行为学记录
表 6. 各组小鼠气道炎症评分（2）
组别

炎症均分

空白对照

0.0

模型对照

7.5

仙人掌水提物

5.0

仙人掌乙醇提取物

3.8

仙人掌生物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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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小鼠白细胞指标
白细胞总数

中性粒细胞数

淋巴细胞数

模型对照

1.21

0.24

0.19

0.12

1.00

0.15

仙人掌水提物

0.94

0.14

0.16

0.13

0.65

0.16

仙人掌乙醇提取物

0.78

0.17

0.10

0.03

0.55

0.23

仙人掌生物碱

0.71

0.08

0.06

0.06

0.63

0.08

表 7（

）根据哮喘模型的要求测定了白细胞总数，中性粒细胞数和淋巴细胞数

（10^9/L），实验结果发现仙人掌生物碱组各项指标基本回归正常，仙人掌乙醇提取物组指
标偏向正常小鼠指标，仙人掌水提物组中性细胞粒数较高，单核细胞数基本正常。
3.3.3 各组小鼠总 IgE 水平对应的 OD 值

图 3：各组小鼠总 IgE 水平（
）根据哮喘模型的要求我测定了小鼠血清\IgE 水平对应
的 OD 值，OD 值与 IgE 正相关，OD 值越高，IgE 数目越多，小鼠的哮喘症状越严重，实验结
果发现生物碱组的 IgE 水平总体最接近空白对照，其次乙醇组，再次水提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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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各组小鼠总 IgE 水平（
）根据哮喘模型的要求我测定了小鼠肺泡灌洗液中的 IgE
水平对应的 OD 值，OD 值与 IgE 正相关，OD 值越高，IgE 数目越多，小鼠的哮喘症状越严
重，实验结果发现生物碱组的 IgE 水平总体最接近空白对照，其次乙醇组，再次水提物组。
3.4.1 行为学记录

表 9：各组小鼠气道炎症评分（3）
组别

炎症均分

空白对照

0.0

模型对照

7.5

大麦芽碱

1.0

酪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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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小鼠白细胞指标

根据哮喘模型评价的要求我测定了白细胞数，中性粒细胞数和单核细胞数的含量，根
）
据结果可知大麦芽碱组数据基本正常，酪胺组数据偏向正常。表 10（
白细胞总数

淋巴细胞数

中性粒细胞数

空白对照

0.50

0.20

0.33

0.04

0.08

0.01

模型对照

0.66

0.18

0.54

0.17

0.12

0.03

大麦芽碱

0.49

0.06

0.40

0.06

0.07

0.04

酪胺

0.49

0.12

0.41

0.09

0.07

0.03

3.4.3 肺组织病理学观察
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大麦芽碱和酪胺对于支气管哮喘的缓解作用，进行了肺组织切
片。结果表明大麦芽碱和酪胺的确能够缓解支气管哮喘，且大麦芽碱的效果比酪胺好。
a

b

c

d

4 讨论图 3:为小鼠肺组织病理切片 HE 染色图（放大 20 倍），a 为空白对照组，b 为模型

对照组，c 为大麦芽碱组，d 为酪胺组。
4.1.结果的分析
本课题借助谷本系数判断出，食用仙人掌的生物碱中，大麦芽碱和酪胺与麻黄碱的相似
度较高。由此推断，食用仙人掌可能具有缓解支气管哮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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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制备了食用仙人掌的乙醇粗提物、水提物和生物碱进行药理实验验证，实验结果
表明仙人掌的确具有缓解支气管哮喘的作用，并且仙人掌生物碱的效果优于乙醇提取物，乙
醇提取物的效果优于水提物。
在后续的研究中，我选择了与麻黄碱相似度较高的大麦芽碱和酪胺进行动物实验，实验
结果发现大麦芽碱和酪胺也的确具有缓解支气管哮喘的作用，可显著降低血液中的白细胞总
数，中性粒细胞数和淋巴细胞数。而且，相似度较高的大麦芽碱的效果较好。
本研究实验数据可靠，结果可信。
4.2 前人的结论比较
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经得知了食用仙人掌生物碱的主要成分及其含量[7]，我进一步拓展，
计算出食用仙人掌中的主要生物碱成分与模板分子麻黄碱之间的相似度，发现了与麻黄碱较
为相似的生物碱--大麦芽碱和酪胺。大麦芽碱药理作用类似麻黄碱。[14][15] 。酪胺， 又名对
羟基苯乙胺, 是一类含氮低分子的生物胺，对动植物和微生物有重要的生理作用， 具有易发
生氧化的特性。可用于酶联免疫传感器的信号放大 [16] 。在前人的研究中，因为对于小鼠支
气管哮喘模型的建立与评价已经较为成熟[17]，因此本研究借鉴前人对于模型建立和评价的一
些方法，建立了小鼠支气管哮喘模型。
我们通过实验发现，仙人掌缓解支气管哮喘的活性成分中有生物碱在起作用，并且由于
结构相似的物质可能具有相似的化学性质[18]，仙人掌缓解支气管哮喘的机理可能与麻黄碱相
同，都能够松弛支气管平滑肌，收缩血管，兴奋中枢神经[19]。
4.3 创新点
(1)利用谷本系数计算各个化合物之间的相似度，大致确定活性成分。将计算机化学与
植物学和药理学实验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地研究课题。为中草药活性成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
思路。
(2)将中国传统治疗方法—中药与西医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推进了中药的现代化。
(3)由于关于食用仙人掌的药理活性的这一方面研究较少，本研究可以为后续的食用仙
人掌的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
展望
继续开展和研究这方面的工作的具体计划如下：
（1）进一步深化本课题的研究，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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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使用分子模拟与比较软件如 Corina 和 sybyl 进行精确的三维分子相似性比较而不是
停留在二维平面的大致相似度分析，并且希望找出更多食用仙人掌中含有的能够缓解支气管
哮喘的化合物。
②寻找食用仙人掌生物碱中其他对支气管哮喘有缓解作用的化合物并进行药理实验验
证，对于其中相似度较高但功效不出众的部位进行结构改造。
③由于生物碱具有一定的毒性，因此需要测定戊巴比妥半数有效量和戊巴比妥半数致死
量，确定合适的生物碱用量。
④探索食用仙人掌中是否还有其他除生物碱外的化合物具有缓解支气管哮喘的作用。
⑤选择其他品种的仙人掌进行研究。
（2）利用 zinc 网站，以麻黄碱为模板分子，找出与麻黄碱相似度较高的天然活性产
物，分析其药用部位，并对其进行一定的结构改造，提高化合物的活性，使改造后化合物能
够真正用于临床研究。
5 结论
5.1 食用仙人掌对小鼠支气管哮喘缓解作用良好。
食用仙人掌生物碱中的大麦芽碱和酪胺与麻黄碱的相似度较高。药理实验结果表明食用
仙人掌对支气管哮喘的缓解作用良好，尤其是生物碱提取物部分。
5.2 大麦芽碱对支气管哮喘的缓解作用优于酪胺。
食用仙人掌生物碱中的大麦芽碱与模板分子麻黄碱的相似度最高。因此食用仙人掌生物
碱中大麦芽碱对支气管哮喘的缓解作用良好。药理实验结果表明，大麦芽碱对支气管哮喘的
缓解作用优于酪胺。
5.3 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合理。
本研究说明了本研究所采用的利用谷本系数确定中草药中有效成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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