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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蛛网膜下腔注射 ( i. t. ) ZD7288对模型大鼠痛行为的影响。方法 :采用 L5 /L6 脊

神经紧结扎的方法制备大鼠神经病理痛模型 ,通过蛛网膜下腔插管给药。结果 : ZD7288 30 g明显

升高 50%缩足阈值 ( P < 0. 05) ,表现出明显的镇痛作用 ,而更低剂量的 15μg和 7. 5μg的镇痛效

果不明显。在神经损伤后的 5 d和 14 d给予 ZD7288,其镇痛效果明显好于损伤后第 28 d给药 ( P

< 0. 05)。这三个剂量的 ZD7288并不影响大鼠的运动功能。结论 : ZD7288对脊神经结扎大鼠的

机械性痛敏有缓解作用 ,这种作用在结扎后早期比晚期更强。从行为药理学的角度证明脊髓背角

超极化激活环核苷酸门控阳离子通道 (HCN)可能参与了神经病理痛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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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ntinocicep tive effects of intrathecal app lication of ZD7288, a spe2
cific HCN channel blocker. Methods: L5 /L6 sp inal nerves in W istar rats were ligated to set up chronic

neuropathic pain model, operated chronic catheterization into the sp inal subarachnoid space for ZD7288

app lication, and measured the 50% paw withdrawal threshold ( PW T) to observe the antinocicep tive re2
sponse. Results: After sp inal nerve ligation ( SNL) , intrathecal injection of ZD7288 at 30μg per rat sig2
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50% PW T, but there was no effect if the doses were 15 or 7. 5μg. ZD7288

could result in motor deficitswhen its dose was higher than 60μg. ZD7288 p roduced much better analge2
sic effects at the early stage (5 or 14 days after SNL) than in the late stage (28 days after SNL). Con2
clusion: Intrathecal adm inistration of ZD7288 could significantly relieve mechanical allodynia in neuro2
pathic pain rats with SNL, suggesting the possible role of HCN channels in sp inal dorsal horn in neuro2
pathic pain.

Key words　Neuropathic pain; Hyperpolarization2activated cyclic nucleotide gated cation channel;

ZD7288; Intrathecal injection; Rat

　　神经病理痛 ( neuropathic pain)或神经源性痛

( neurogenic pain)是指由中枢或外周神经系统损伤

或疾病引起的疼痛综合征 ,是一种临床上颇为常见

的慢性病理痛 ,以自发性疼痛 ( spontaneous pain)、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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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过敏 ( hyperalgesia)和痛觉超敏 ( allodynia )为特

征 ,有时没有明显的损伤或损伤已经愈合 ,但疼痛仍

然持续 ,发病机制不十分清楚。对神经病理性痛缺

乏有效的治疗手段 ,尤其是临床上常用的麻醉性镇

痛药 ,如吗啡等对多种神经病理痛的疗效甚微。越

来越多的人们试图通过研究神经病理性痛发生机制

的研究进而寻找治疗方法。研究表明 ,外周神经损

伤后 ,背根神经节 ( dorsal root ganglion, DRG)神经

元产生异位放电 ( ectop ic discharge) ,以及高位中枢

敏化 ,尤其是在脊髓背角发生的长时程增强 ( long

term potentiation, LTP) [ 1, 2 ] ,在神经病理痛中起重要

作用 [ 3, 4 ]。

我们以往的实验结果和文献报道表明大鼠

DRG神经元产生一种超极化激活电流 ( hyperpolar2
ization2activated current, Ih ) ,它是由 Na+ 、K+介导的

内向电流 ,随膜电位超极化增加而增大 ,具有提高神

经元兴奋性的作用。目前在哺乳动物组织中已克隆

出四种通道蛋白介导 Ih,分别称为超极化激活环核

苷酸门控的阳离子通道 1 ( hyperpolarization2activa2
ted cyclic nucleotide gated cation channel 1, HCN1)、

HCN2、HCN3和 HCN4,这四种通道亚型在 DRG和

脊髓背角都有分布 [ 5 ]
,提示 HCN通道可能在神经病

理痛中起作用 ,但这种推测需要行为学上直接的证

据。

本实验通过蛛网膜下腔注射 ( intrathecal injec2
tion, i. t. )给予 HCN通道特异性阻断剂 ZD7288的

行为药理学方法 ,观察 ZD7288的镇痛效果 ,探讨

HCN通道在神经病理痛中可能的作用。

材料与方法

1. 实验动物与药品 　雄性 W istar大鼠 ,初始体

重 150 ～ 180 g,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动物所提供 ,饲

养于铺垫锯末塑料盒内 ,每笼 5只饲养 ,自然照明 ,

自由摄食、饮水。ZD7288: [ 42(N2乙基 2N2苯氨基 ) 2
1, 22二甲基 262甲氨基氯化嘧淀 , 42(N2ethyl2N2phe2
nylam ino) 21, 22dimethyl262(methylam ino) pyrim idini2
um chloride ]购自英国 Tocris公司 ,取无菌人工脑脊

液 (ACSF)配制成 2. 5和 5. 0 mg/m l的溶液 , 0. 22

μm滤膜过滤除菌。

2. 大鼠神经病理痛模型的制备 　按 Kim 和

Chung报道的方法 [ 6 ] 制作脊神经紧结扎 ( sp inal

nerve ligation, SNL)模型。水合氯醛 (300 mg/kg, i.

p. )麻醉 ,置大鼠于腹卧位 ,平髂棘 (L6 ) ,沿背部正

中间上下各 1. 5 cm切开皮肤 ,在 L4 ～ S2 之间钝性

分离左侧椎旁肌肉 ,暴露 L6 横突和骶骨夹角 ,去除

L6 部分横突 ,露出 L4, 5脊神经 ,分离出 L5 ,并用 6号

丝线紧紧结扎 ,然后在骶骨夹角处分离出脊神经 L6

并结扎。止血 ,肌层、皮肤分层缝合。假手术大鼠的

手术操作与手术大鼠相同 ,但不结扎神经。术后 i.

p. 注射青霉素 1万单位 ,以预防感染。

3. 脊髓蛛网膜下腔插管 　按文献报道的方

法 [ 7 ]
,水合氯醛 ( 300 mg/kg)麻醉 ,置大鼠于腹卧

位 ,以髂棘 (L6 )为中点 ,沿背部正中间切开皮肤 (约

1 cm) ,测量进针处 (L5、L6 间隙 ,平髂棘 ,与末肋的

距离约 3 ～ 3. 5 cm /200 ～ 250 g体重 ) ,沿 L5、L6

棘突正中间垂直插入自制的导针 (长 6 cm,内径 0. 8

mm )。进入蛛网膜下腔有明确的突破感 ,并可见尾

巴甩动。然后使导针头端向大鼠头端倾斜 ,用无菌

的 PE210管 (外径 0. 6 mm,长 19 cm )自导针插入 ,

当 PE210管进入蛛网膜下腔时可见尾巴甩动 ,然后

继续向头端插入 PE210管 ,深入 3 ～ 3. 5 cm即可到

达腰膨大 ,此过程中可见后肢抽动。拔出导针 ,将

PE210管外端自皮下由颈部中间引出 ,用缝合线在

插管处和颈部多点固定 ,热熔封闭 PE210管的外末

端口。将多余的 PE210管盘绕在大鼠的腰部皮下 ,

并确保不打折 , 1号丝线缝合皮肤。给药时 ,剪去熔

封的末端 , 30μl的微量进样器针头直接插入 PE210

管内给药 ,然后用 15μl人工脑脊液冲入。给药速

度均匀且缓慢 ,约 15 s。给药后再熔封管口 , 15 m in

后进行行为学测定。

4. 50%缩足阈值的测定 　采用 Chap lan等报道

的“up and down”方法 [ 8 ]。将大鼠置于金属网上 ,盖

以透明的有机玻璃罩 ( 18 cm ×8 cm ×8 cm ) ,先让

大鼠适应环境 15 m in, 待大鼠的梳理和探究活动基

本消失后 ,用一系列标准化的 von Frey纤维 (美国

Stoelting)刺激大鼠后肢足底中部 ,直至弯曲稍成 S

形 ,持续 6 ～ 8 s,观察是否出现缩足反应。大鼠在

刺激时间内或在移开 von Frey纤维时立即出现快速

的缩足反应 ,记为阳性反应 ,而身体活动所引起的缩

足反应不记作阳性反应 ,推算出 50%缩足阈值

(50% paw withdrawal threshold, 50% PW T)。

5. 运动功能的检测 　按照 R ivlin和 Tator报道

的斜板试验 [ 9 ]
,将两块胶合板通过铰链连接 ,一块

板作底板 ,并固定有角度盘 ;另一块板为移动板 ,表

面的中间部分铺一层厚约 0. 6 cm的橡胶垫供大鼠

扒附。大鼠身体轴线与斜板纵轴垂直方向放置大

鼠 ,缓慢抬起带橡胶面的斜板 ,不断增加两板间的角

度 ,找出让大鼠扒于斜板上不少于 5 s的最大顷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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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 ,每只重复 3次 ,取平均值代表大鼠运动功能。

6. 实验分组 　 (1)不同剂量 ZD7288对模型大

鼠痛行为的影响 :选取 50% PW T低于 4 g的模型大

鼠随机分为三组 ,分别蛛网膜下腔给于 ZD7288 30、

15和 7. 5μg /只 ,观测给药后不同时间内 50%值

PW T变化 ,给药前作自身对照。 ( 2)手术后不同时

间内给 ZD7288 对模型大鼠痛行为的影响 : 选取

50%缩足阈值低于 4 g的模型大鼠随机分为三组 ,

在手术后 5、14 和 28 d 分别蛛网膜下腔给予

ZD7288 30μg,观测给药后不同时间内 50% PW T变

化。

7. 实验数据处理和统计学检验 　数据的处理、

运算、作图、统计学分析等运用 M icrosoft Excel 2000

(M icrosoft Corp. ) , Prism 4. 0 ( GraphPad Software

Inc. )等软件进行。数据以均数 ±标准误 (X ±SE)

表示。两组间差异应用 t检验 ,多组间比较则采用

ANOVA继之以 post hoc Student2Newman2Keul’ s检

验 ,以 P < 0. 05作为检验水准。

结 果

1. L5 /L6 结扎神经病理痛大鼠痛行为的观察 　

假手术组大鼠双侧足底 50% PW T没有明显变化 ;

与假手术组相比 ,或与对照侧相比 ,结扎后第二天 ,

大鼠结扎侧足底 50% PW T明显降低 ( P < 0. 05) ,

即出现明显的机械性痛超敏 (见图 1)。

图 1　脊神经结扎后 W istar大鼠 50%缩足阈值的改变。L5 /L6 脊神

经结扎后 ,结扎侧 50%缩足阈明显低于对照侧 ;而假手术组两侧

50%缩足阈没有明显变化

F ig. 1 　Changes of 50% paw withdrawal threshold ( 50% PW T) in

W istar rats after L5 /L6 sp inal nerve ligation ( SNL). L5 /L6 SNL induced

ip silateral 50% PW 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ch that of the

contralateral. The difference of 50% PW T between the left and the right

paw wa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sham group

2. 不同剂量的 ZD7288对 SNL模型大鼠的 50%

PW T的影响 　观察了 30、15和 7. 5μg的 ZD7288

对脊神经结扎后 14 d痛行为的影响。给 ZD7288前

一天 i. t. 注射 25μl的人工脑脊液 ,注射前测 50%

PW T,注射后 30 m in、2、4和 24 h分别测 50% PW T,

以此作为自身对照 ,给 ZD7288前及给药后 30 m in、

2、4、24和 48h再测 50% PW T,以不同时间点对应

的 50% PW T绘制曲线。最大可能效应百分比 (per2
centage of the maximum possible effect, %MPE)反映

ZD7288的镇痛效果。%MPE值计算如下 :

%MPE = (注射 ZD7288 后 50% PW T2注射

ACSF后对应时间点的 50% PW T) / (注射 ACSF后

对应时间点的 50% PW T) ×100. [ % MPE =

(50% PW TZD7288 250% PW TACSF ) / ( 50 % PW TACSF )

×100 ]

注 : 15 g为本方法所能得的最大 50% PW T,当

50% PW T达到 15 g时 ,镇痛效果为 100% ,痛敏消

失。

图 2　ZD7288对 SNL 14 d模型大鼠 50%缩足阈的影响 ( n = 9)

L5 /L6 结扎后 14 d, i. t. 注射 25μl人工脑脊液 (ACSF) ,在 24 h内

50% PW T没有明显变化 ; 24 h后 ,注射 ZD7288, 7. 5 和 15 μg的

ZD7288没有作用 ;给予 30μg ZD7288后 ,与注射 ACSF相比 , 2 ～ 4

h能明显升高 50%缩足阈 3 3 3 : P < 0. 001, 与 ACSF同时点相比

F ig. 2　The effects of ZD7288 on 50% paw withdrawal threshold ( PW T)

in rats 14 days after sp inal nerve ligation. Lumbar intrathecal ( i. t. ) ad2

m inistration of artificial cerebral2sp inal fluid (ACSF) did not change the

50% PW T, 30μg ZD7288 increased the 50% PW T significantly.
3 3 3 : P < 0. 001, compar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time point after

ACSF injection

L5 /L6 结扎后 14 d, 先测定 50% PW T,然后 i.

t. 注射 25μl人工脑脊液 (ACSF) ,在不同时间点观

察 50% PW T的变化。24 h后 , 50% PW T恢复注射

前水平 ,然后注射不同剂量的 ZD7288,观察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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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W T的变化 (见图 2)。从图中可以看出 , 7. 5μg和

15μg的 ZD7288不能明显升高 50%缩足阈 ,没有产

生明显的镇痛效果。给予 30μg ZD7288后 2 ～ 4 h

能明显升高 50% PW T,与注射 ACSF后对应时间点

的 50% PW T相比明显升高 ( P < 0. 001) ,镇痛效果

明显高于 7. 5和 15μg ZD7288的作用。

以 %MPE值观察 30μg ZD7288升高 50% PW T

的时间过程 (见图 3) 。注射 ZD7288后 0. 5 h即可

产生 31%的镇痛效果 , 2 h时镇痛效果最大 ,达到

51% ,随后开始降低 , 24 h后降至 24%。

图 3　注射不同剂量 ZD7288对 SNL模型大鼠 50%缩足阈的影响。

注射 7. 5和 15μg的 ZD7288不能使 50%缩足阈明显升高 , 30μg

ZD7288明显升高 50%缩足阈。3 3 3 : P < 0. 001, 与给药前或 7. 5μg

及 15μg组相比

F ig. 3　Effects of ZD7288 at different doses on 50% paw withdrawal

threshold ( PW T at day 14 after sp inal nerve ligation. I. t. injection of 30

μg ZD7288 increased the 50% PW T significantly, but i. t. injection of

7. 5 and 15 μg ZD7288 did not change the 50% PW T significant2

ly. 3 3 3 : P < 0. 001 compared with p re2injection.

L5 /L6 结扎后 5、14、28 d,分别 i. t. 注射 30μg

ZD7288,观察 ZD7288对神经结扎后不同时期神经

病理痛行为的影响 (见图 4)。结果发现神经结扎后

的 5 d和 14 d的镇痛效果优于第 28 d, 第 28 d的镇

痛效果低 ,持续时间短。因此 ,手术后早期给予

ZD7288镇痛效果好。

3. ZD7288对大鼠运动功能的影响 　为了排除

ZD7288升高 50% PW T是由于对运动的抑制作用 ,

我们进行了斜板实验。当每只大鼠 i. t. 注射 120μg

ZD7288 5 m in即开始出现单侧或双侧后肢瘫痪 , 90

m in后 , 72. 2% (13 /18)单侧或双侧出现全瘫 ,长者

可达 24 h; 60μg ZD7288 90 m in后 , 2只 (2 /7)单侧

全瘫 , 2只 (2 /7)运动迟缓 ,对伤害性热刺激仍能做

出缩足反应 ;当 ZD7288注射量降至 30μg/只时 ,未

见大鼠运动异常 ,经斜板检测 ,注射 ZD7288前、后

(1 h)大鼠的运动功能未改变 (见图 5) ,注射同等容

积的人工脑脊液对动物的运动没有明显的影响。此

结果表明 ,大剂量的 ZD7288引起动物的运动障碍 ,

本实验中使用的剂量引起的缩足潜伏期延长不是运

动障碍引起的。

图 4　 I. t. 注射 ZD7288 30μg对 L5 /L6 结扎后不同时间 ( 5、14和 28

d) 50%缩足阈的影响

F ig. 4　Effects of ZD7288 at 30 μg on 50% paw withdrawal ( PW T)

threshol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5, 14, and 28 days) after sp inal nerve

ligation ( SNL). A. 50% PW T. B. % MPE (maximal possible effect) .

C. A rea under the curve of % MPE. ## P < 0. 01, compared with day 28
3 , 3 3 , 3 3 3 : P < 0. 05, P < 0. 01, P < 0. 001, compared with p re2

injection ZD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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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ZD7288对神经病理痛大鼠运动功能的影响

F ig. 5　The effects of ZD7288 on the motor function of rats neuropathic

pain rats

讨 论

ZD7288是一种心缓剂 ,可以降低心率 [ 10, 11 ]。

我们实验室邓伦斌研究发现 ,损伤后的 DRG局部给

予极小剂量的 ZD7288就能明显缓解神经病理痛大

鼠的机械性痛超敏和冷诱发痛 (最大半数有效剂量

ED50 = 0. 627 μg/ rat) (未发表资料 )。Chap lan

等 [ 12 ]也报道腹腔注射 ZD7288 ( 1～10 mg/kg, i.

p. )能明显升高 SNL模型大鼠的 50%缩足阈 ,表明

ZD7288有镇痛作用。

脊髓背角有大量的 HCN蛋白分布 ,它是否也参

与痛敏形成呢 ? 有文献报道 Ih参与海马 LTP的形

成 [ 13, 14 ]
,而脊髓背角 LTP可能参与痛敏的发生 [ 3, 4 ]

,

因此推测脊髓背角的 HCN可能参与痛敏的发生 ,抑

制脊髓背角的 Ih可能会产生镇痛作用。因此我们

采用蛛网膜下腔插管法脊髓局部给药观察 ZD7288

有无缓解痛敏作用。

蛛网膜下腔插管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从头端进

入蛛网膜下腔 ,在蛛网膜下腔内把插管向尾端送至

腰膨大部位 [ 15 ]
,这种方法手术复杂 ,容易损伤脊髓

而产生其它并发症如瘫痪、昏迷、及脊髓损伤或感染

引起痛敏。但这种方法插入的管不容易丢失 ,可以

保留较长时间 ; 另一种插管方法是从尾端向前

插 [ 7 ]
,这种方法简单易操作 ,对动物损伤小 ,掌握好

进管的深度 ,基本不会损伤脊髓。插管部位可以通

过注射 lidocaine来判断位置是否位于腰膨大。由于

这种方法的插管大部分留在椎管外 ,动物运动时容

易造成插管丢失 ,我们采用皮下多点固定 ,插管可以

保留长达两个月不丢失。在实验过程中发现 L5 /L6

结扎同时进行蛛网膜下腔插管时 ,动物机械性痛超

敏的发生率降低 ,尤其在插完管后 ,通过插管注射

lidocaine,机械性痛超敏发生率更低 ,因此插管后不

再注射 lidocaine,而采取实验结束后处死动物 ,通过

解剖检测插管部位是否正确。

由于 i. t. 注射 ZD7288剂量的文献很少 ,根据以

往 DRG局部给药剂量的经验进行 i. t. 注射 ,观察大

剂量的 ZD7288是否有镇痛作用 ,发现 120μg /只

ZD7288引起动物后肢瘫痪 ,剂量降为 60μg/只仍引

起动物运动障碍。当剂量降至 30μg/只时 ,对动物

运动没有明显影响 (见图 5) ,而且能明显缓解机械

性痛超敏 ,但更低剂量对 50%缩足阈没有明显影响

(见图 2, 3)。ZD7288对动物运动功能的抑制及其

有效镇痛剂量范围较小提示 ZD7288在脊髓的作用

较复杂 ,可能不仅仅抑制脊髓背角感觉神经纤维末

梢上的 Ih。首先 i. t. 注射 ZD7288不能仅局限在脊

髓背角 ,而在前角运动神经元上也有丰富的 HCN表

达 ,抑制前角运动神经元上的 Ih可能影响动物的运

动功能 ;其次脊髓背角的中间神经元也可能有 Ih
[ 16 ]

,它们有些是抑制性中间神经元 ,抑制这些神经

元可能会引起痛敏。在实验中观察到 ,大剂量的

ZD7288抑制运动功能的同时 ,部分动物的 50%缩

足阈明显降低 , 另有两例动物注射 30 μg/只

ZD7288后 50%缩足阈甚至降低 ,解剖发现插管的

末端进入到了脊髓背角 , ZD7288可能首先抑制了抑

制性中间神经元上的 Ih;另外有文献报道 ZD7288

不仅抑制 Ih,还抑制谷氨酸受体 NMDA 和 AM2
PA

[ 17, 13 ]
,这使 ZD7288在脊髓背角的作用比我们想

象的要复杂的多。所以 ZD7288在脊髓虽然有镇痛

作用 ,但其作用复杂 ,效果不好 ,如果能找到针对脊

髓背角 HCN2通道 (我们推测 HCN2在伤害性信号

传递中起重要作用 )的特异性阻断剂可能会产生较

好的镇痛效果。

最近 Chap lan报道 [ 12 ]
i. t. 注射 ZD7288没有镇

痛作用。与我们实验结果不同的原因主要有 : ( 1)

蛛网膜插管的方法不同 ,从头端插管可能造成脊髓

的损伤 ,出现更严重的神经病理痛 ; (2)给药剂量不

同 ,大剂量的 ZD7288抑制动物的运动功能与我们

的实验结果相同 ,但由于 ZD7288有效剂量范围窄 ,

他们报道的最低剂量为 50μg/只 ,而我们实验中接

近这一剂量的 ZD7288会抑制动物的运动功能 ,有

的动物的缩足阈甚至会降低。由于 ZD7288作用的

复杂性和镇痛剂量有效范围小可能是导致结果不同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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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我们观察到在神经结扎引起神经病理痛

的早期 , ZD7288的镇痛效果好 (见图 4) ,提示 Ih在

痛敏的诱发阶段起重要作用 , 28 d 后脊髓背角

HCN2表达下降 ,以及痛敏已经形成 ,使 ZD7288的

镇痛效果差 ,所以神经损伤的早期对痛敏的形成很

重要。

总结上述结果 , i. t. 注射 ZD7288实验表明 ,适

宜剂量的 ZD7288 (30μg) 在不抑制动物运动功能

的情况下 ,对脊神经结扎神经病理痛模型大鼠的机

械性痛超敏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效果在 2 ～ 4 h最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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