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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秘-D抗疲劳作用的动物实验研究

陈永红 邹志飞 许崇辉 刘慧智 王 岚

(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623)

摘   要 目的 采用动物实验对进口保健食品元秘-D的抗疲劳作用进行了鉴定 方法 急性毒性半数致死量(LD50)

实验 30d 喂养实验 转轮实验 游泳实验 结果 元秘 -D 对小鼠无明显的急性毒性作用 LD 50 10g/kg 体

重 在30d 小鼠喂养实验中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小鼠生长发育正常 体重和脏器系数无明显差异 一次给予元秘-

D后 实验组的转轮时间和游泳时间都明显较对照组延长(p 0.05和 p 0.01) 30d喂养实验后,实验组的转轮时

间和游泳时间较对照组均有延长的趋势(p 0.05) 结论 元秘-D 对小鼠有一定的抗疲劳作用 可安全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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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Anti-fatigue Effect of  Yuanmi-D on Animals

CHEN Yong-hong ZOU Zhi-fei XU Chong-hui LIU Hui-zhi WANG Lan

(Guangzhou Import and Expor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n,Guangzhou      51062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anti-fatigue effect of Yuanmi-D,a kind of import health food,was identified with a series of animal

tests.Methods:The acute toxicitity LD50 test in mice,30 days feeding test ,wheel rotation test,swim test. Result: Yuanmi-D had

no apparent acute toxicity on mouse, LD50 10g/kgBW.During the 30 days of mouse feeding,all the mice in the treate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grew normally.The mouse bodyweight and the organ index had no appare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Wheel rotation time and swim time in the treated group lasted longer apparently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and

p 0.01) after first Yuanmi-Dfeeding.There was a trend of longer wheel rotation time and swim time in the treated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20 days feeding(p 0.05).Conclusion: Yuanmi-D was safe in use, and there were some anti-fatigue

function in Yuanmi-D o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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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作为滋补珍品 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民间一直用它作为 大补元气 之用 元秘 - D 是由

韩国高丽参等多种天然材料加工而成的保健饮料 无

色 透明 甜中略带微苦 为证实其保健功能 我

们就该产品对小鼠机体的影响和抗疲劳 増强体质的作

用进行了初步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受试样本  元秘 -D 由韩国生产进口 某进口公司

提供 采用减压蒸发将元秘 - D 样本浓缩 5 倍后 再将

浓缩液与颗粒饲料拌匀 常温干燥备用 每克饲料含

原液1.25ml

1.2 实验动物  健康成熟的NIH 小鼠 体重18 22g

6 0 只 雌雄各半 由广东省医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3 实验方法

1.3.1 急性毒性试验   将元秘-D样本5倍浓缩液 以

10g/kg 体重的剂量灌胃小鼠 观察一周

1.3.2 小鼠30d喂养试验  将40只小鼠随机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 雌雄各半 实验组每天给予加入样本的饲

料 相当于摄入 250ml/kg 体重 日 对照组喂饲同量

的标准饲料 两组均饮用自来水 每天观察实验动物

生长发育及一般健康状况 记录饲料消耗量 每周称

小鼠体重一次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一半动物在喂养第

3 0 d 进行转轮试验后 脱颈椎处死 取心 肝 脾

肾 剔除结缔组织和吸干血污后称重 按脏器/ 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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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 公式计算脏器系数

1.3.3 小鼠抗疲劳试验

1.3.3.1 一次给予抗疲劳试验  将20只小鼠随机分为实

验组和对照组 雌雄各半 实验组以10g/kg.体重的剂量

灌胃元秘-D 浓缩样本 对照组灌以同量的生理盐水 1h

后 每组各分两批分别进行转轮实验和游泳实验[1] 转轮

实验转速为18r/min 游泳实验水深30cm 水温25

 1.3.3.2 30 d喂养后抗疲劳试验  将 30d喂养后的小鼠

一半用作转轮试验 一半用作游泳试验 分别记录转

轮时间和游泳时间 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急性毒性试验  一次性灌胃给予后 连续观察 7

天 发现给药后小鼠均饮食正常 活动自如 皮毛光

滑 无任何不良反应 7 天后 均无死亡 LD 50 10g/

k g .体重 受试物以急性毒性半数致死量毒性分级 属

无毒物质

2.2 对小鼠体重的影响  在 30d小鼠喂养试验中 实验

组和对照组小鼠生长发育正常 未见有中毒症状及死

亡 两组体重差别无显著性(p 0.05) 见表 1

时间 Time 实验组 Treated group 对照组 Control group

实验前 (Before test) 19.21 0.63 19.60 1.25

第7d (7th day) 21.30 1.23 21.90 1.37

第14d (14th day) 22.78 1.42 23.29 1.77

第21d(21th day) 24.23 1.85 24.82 1.83

第30d (30th day) 26.46 1.83 27.14 1.70

表1    元秘-D对小鼠体重的影响(g, n=20)

Table 1      The effect of Yuanmi-D on mouse s body weight(g,

n=20)

2.3 对小鼠脏器系数的影响  大体解剖观察 元秘-D

不引起心 肝 脾 肾等脏器组织的实质性改变 实

验组和对照组的脏器系数无明显差别(p 0.05) 见表2

脏器 Organ 实验组 Treated group 对照组Control group

心Heart 0.526 0.282 0.512 0.374

肝 Liver 5.282 0.282 5.407 0.392

脾 Spleen 0.597 0.102 0.570 0.061

肾 Kidney 1.194 0.120 0.996 0.359

表2  元秘-D对小鼠脏器系数的影响(n=10)

 Table 2  The effect of Yuanmi-D on mouse s organ index(n=10)

2.4 对小鼠抗疲劳的影响  一次给予元秘-D 后 实验

组的转轮时间和游泳时间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两组的差

异有显著性(p 0.05 和p 0.01) 30d喂养实验后 实

验组的转轮时间和游泳时间均较对照组有延长的趋势

但两组的差异均无显著性(p 0.05) 见表 3

抗疲劳实验 实验组 对照组

Anti-fatigue test Treated group Control group

一次给予后转轮时间(min)

Wheel rotation time after 34.6 16.2* 26.7 11.3

given first(min)

30d喂养后转轮时间(min)

Wheel rotation time after 49.8 21.5 45.6 18.7

30d of feeding(min)

一次给予后游泳时间(min)

Swim time after given 87.3 21.1** 61.6 17.5

First(min)

30d喂养后游泳时间(min)

Swim time after 30d 128.0 45.8 114.6 29.0

Of feeding(min)

表3  元秘-D对小鼠抗疲劳的影响(n=10)

 Table 3  The effect of Yuanmi-D on mouse s anti-fatigue(n=10)

* 与对照组相比 p 0.05;** 与对照组相比 p 0.0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 0.05;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0.01.

3 讨  论

元秘-D 的主要成分为高丽参,又称别直参 原产于

韩国和朝鲜 为五加科植物人参P.gingseng.C.A.Meyer

的根 其主要活性成分为人参皂甙 人参多糖 挥发

油 氨基酸和多肽等 人参具有能增强机体的非特异

性抵抗力 对各种有害因素 如物理的( 冷冻 高温

过度运动 高压或低压) 化学的( 各种毒剂 麻醉药

物等) 生物的(异种血清 细菌 移植菌)不良影响均

能增强机体的抵抗力 人参可促使机体对糖原和高能磷

酸化合物更经济的利用 增强乳酸 丙酮酸的代谢

通过有氧氧化 为肌肉活动及时提供能量[ 2 4 ] 实验表

明元秘-D对小鼠无急性毒性作用 LD50 10g/kg.体重

在 3 0 d 喂养实验中 两组小鼠的生长发育进程并无差

别 未发现对小鼠体重和脏器系数有明显的影响 表

明元秘 - D 不影响小鼠的生长发育 可安全服用 一次

给予小鼠元秘 - D 后 实验组的转轮时间和游泳时间比

对照组明显延长 30d 喂养实验后 实验组的转轮时间

和游泳时间较对照组均有延长的趋势 表明元秘 - D 具

有一定的抗疲劳 增强抵抗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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