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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多部位组合对化学性及免疫性肝损伤
小鼠的保护作用
路景涛,杨 雁,魏 伟,陈敏珠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32)
摘要：目的

研究黄芪多部位组合对化学性及免疫性肝损伤小鼠的保护作用。方法

采用 D-氨基半乳糖胺

(D-GalN)、卡介苗(BCG)＋脂多糖(LPS)分别诱导小鼠化学性和免疫性肝损伤模型。L929 细胞杀伤法检测肿瘤坏死因
子(TNF-α)活性；TBA 比色法测肝匀浆丙二醛(MDA)含量；[3H]TdR 掺入法测脾淋巴细胞增殖反应及白细胞介素 1(IL-1)
的活性；赖氏法检测血清中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的水平。结果

黄芪多部位组合(60、120、240 mg/kg)

明显降低 D-GalN 小鼠升高的肝脏指数、血清 ALT 水平及肝匀浆 MDA 的含量；恢复刀豆蛋白 A(ConA)诱导的免疫性肝
损伤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反应,抑制其腹腔巨噬细胞 TNF-α、IL-1 的产生；同时还能降低其血清 ALT 和 AST 水平。
结论

黄芪多部位组合对化学性及免疫性肝损伤小鼠均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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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Effects of Compound Astragalus Extract on Chemical and Immunalogical Liver Injury in
Mice LU Jing-tao, YANG Yan, WEI Wei, et al (Institute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Compound Astragalus Extract (CAE) on
liver injury in mice. Methods The acute liver injury models were induced by D-galactosamine (D-GalN,
800 mg/kg, ip) and Bacillus Calmette Guerin (BCG,1×107/0.2 mL, iv) plus Lipopolysaccharide (LPS
7.5 µg/0.2 mL, iv) in mice. ALT, AST, MDA content in liver homogenate were assayed by sepctrophotometry.
IL-1 activity and ConA-induced splenocytes proliferation were detected by [3H] TdR incorporation assay.
TNF-α activity was determined by assay of cytotoxicity against L929 cell. Results CAE (60, 120, 240 mg/kg)
could obviously lower the elevated liver index, ALT level in serum and MDA content in liver homogenate in
D-GalN mice and in the immunological liver injury mice. It also decreased ALT, AST level in serum,
recovered ConA-induced splenocytes proliferation. It had inhibitory effect on inflammatory factors TNF,
IL-1 secreted by PMφs. Conclusion CAE showed significant protective effects on chemical and immunological
liver injury in mice.
Key words：CAE；liver injury；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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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1]。现代临床研究认为,黄芪粗制剂对慢性肝炎均有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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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疗效,使大鼠肝纤维化程度明显减轻 。我们多年的研究还

蛋白表达、促进细胞凋亡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抑制细胞内

berberine-induced apoptosis in human leukemia HL-60 cells[J].

COX-2 蛋白表达实现的。我们虽在细胞水平揭示了黄连素对宫

Cancer lett,1995,93(2)：193－200.

颈癌 Hela 细胞增殖抑制和诱导凋亡作用,但具体分子机制和

[3] Subbaramaiah K,Dannenkerg AJ.Cyclooxygenase2 ： a molecular

体内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目前,黄连素抗肿瘤研究绝大部

target

分仍局限在实验室阶段,在复杂的体内环境是否能发挥和体外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2003,24(2)：96.

实验条件下相同的功效,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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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黄芪总苷有抗炎、抗氧化、免疫调节、诱导肝癌细胞凋
[3-6]

亡以及抗肝纤维化等作用

。由此,根据临床经验并结合中医

理论,提取与分离了黄芪有效部位群(黄芪多糖、皂苷、酮及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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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
2.2

卡介苗＋脂多糖诱导小鼠免疫性肝损伤模型的建立及处

[8]

理

再依据体外正交实验结果首次组成黄芪多部位组合(compound

昆明种小鼠 60 只,随机平均分组(同上)。造模第 1 天每

astragalus extract,CAE)。本实验进一步对其抗小鼠肝损伤

7
鼠尾静脉注射给予 BCG 2.5 mg/0.2 mL(5×10 菌体)。正常鼠

进行研究。

尾静脉注射 0.2 mL 生理盐水,2 h 后灌胃给药或溶媒,连续 12 d。

1

第 12 天每鼠静脉注射 LPS 7.5 µg/0.2 mL,禁食 12 h。眼眶采血

实验材料

1.1

供 ALT、AST 的测定；同时进行 ConA 诱导的脾细胞增殖反应检测

动物与细胞株
昆明种小鼠,雄性,6～8 周,体重(18±2)g；C57BL/6J 小鼠,

及腹腔巨噬细胞的培养,收上清供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与

雄性,6～8 周,体重(20±2)g；均购于安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

白细胞介素-1(IL-1)的检测。

中心(合格证号：皖医实动准字 01 号)。小鼠成纤维细胞瘤

2.3

(L929)细胞株：南京军事医学研究所朱敏生教授惠赠。

2.3.1

1.2

骤操作。

药物与试剂
CAE,合肥恒星医药研究所提供,批号 20030508；研钵碾为

指标检测
血清 ALT、AST 检测 采用赖氏法,按试剂盒说明书步

2.3.2

肝匀浆 MDA 测定

[9]

采用 TBA 比色法。由标准曲线计

细粉,0.5%羧甲基纤维素钠溶液(CMC-Na)混悬。护肝片,黑龙江

算样本含量,结果以 nmol/g 表示。

五常葵花药业有限公司产品,批号 20041016；卡介苗(BCG),上

2.3.3

ConA 诱导的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反应的测定

3

[10]

采

10

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产品,用前以灭菌生理盐水配成所需浓

用[ H]TdR 掺入法。常规制备 1×10 /L C57BL/6J 小鼠脾细胞

度；D-氨基半乳糖胺(D-GalN)重庆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悬液,加入 96 孔板,每孔 100 µL；再加含 ConA(终浓度 5 mg/L)

室,批号 020327；硫代巴比妥酸(TBA),上海化学试剂公司；谷

的 10%小牛血清 RPMI 1640 培养液 100 µL。设 3 个复孔,37 ℃、

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试剂盒，上海荣盛生物技术

3
5% CO2 培养 48 h。终止培养前 6 h,加[ H]TdR 20 µL(终浓度

3
有限公司产品；[ H]TdR 比放射性为 37 MBq/mL,中国原子能研

370 bq/mL),培养结束后,收集细胞,液闪计数仪测 dpm 值。

究院同位素研究所产品；新生小牛血清(NBS),杭州四季清生物

2.3.4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PMΦs)分泌 TNF-α及 IL-1 活性的

制品公司产品；RPMI-1640 培养粉,美国 Gibco 公司产品；脂

检测

参照文献[11-12]方法,分别采用小鼠 L929 杀伤法和小

多糖(LPS)、Hepes、刀豆蛋白 A(ConA)均为美国 Sigma 公司产

鼠[ H]TdR 掺入法。

品。

2.4

1.3

3

统计学方法
—

各组数据均以x±s 表示,组间比较用 SPSS11.5 软件进行 t

仪器
Napco-6100 型 CO2 培养箱,美国杜邦公司产品；YJ-1450

型医用净化工作台,苏净集团安泰公司制造；LDR4-8.4 低温离
心机,北京医用离心机厂生产；XSZ-D 倒置显微镜,重庆光学仪

检验。
3

结果(见表 1～表３)
表 1 CAE 对 D-GalN 诱导的小鼠肝损伤血清 ALT、肝匀浆 MDA 及肝指数
—

的影响(x±s,每组 n =10)

器厂产品；GL20A 全自动高速冷冻离心机,湖南仪器仪表总厂
离心机厂；LS-6500 型液体闪烁计数仪,美国 Beckman 公司产

MDA(nmol/g)

肝指数(%)

品；内切式组织匀浆机,浙江机械厂产品。

正常组

41.77±10.42 132.97±23.30

4.18±0.52

2

模型组

155.10±41.18 325.00±84.88

实验方法
[7]

2.1 D 氨基半乳糖胺诱导小鼠急性肝损伤模型的建立及处理

组别

剂量(mg/kg)

CAE 组

60

ALT(U/L)

##

##

6.16±0.87

*

*

5.34±0.97

**

**

5.05±0.73

**

**

5.09±0.53

**

**

5.36±0.79

112.30±38.00 256.92±45.64

昆明种小鼠 60 只,随机平均分组：正常组、模型组、CAE 3

120

103.40±36.73 226.17±22.64

个剂量组(60,120,240 mg/kg)和护肝片组(800 mg/kg)。灌胃

240

93.00±35.43 208.45±31.06

800

109.10±31.15 199.73±42.22

给药或溶媒,1 次/d,共 7 d,腹腔注射 D-GalN 800 mg/kg,给药
容积 0.1 mL/10 g,正常对照组腹腔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造模
后 24 h 眼眶采血、摘取肝脏,进行血清 ALT、肝匀浆丙二醛(MDA)

护肝片组

##

*

**

**

*

注：与正常组比较,##P <0.01；与模型组比较,*P <0.05,**P <0.01
(下同)
—

表 2 CAE 对免疫性肝损伤小鼠脾细胞增殖及腹腔巨噬细胞分泌 TNF、IL-1 的影响(x±s,每组 n =3)
组别

剂量(mg/kg)

脾细胞增殖(dpm)

TNF-α杀伤率(%)

正常组

5 920.89±861.91

模型组

2 367.89±695.55

50.16±5.83

3 709.56±590.75

45.16±1.67

CAE 组

护肝片组

##

60

*

*

7.11±3.37

IL-1(dpm)
3 932.89±689.05

##

##

6 888.22±618.36

*

4 846.22±732.49

23.50±8.04

*

4 284.33±321.65

**

120

3 967.33±484.57

240

4 214.67±245.13

12.46±3.79

**

4 166.00±204.49

800

3 738.78±718.11

19.96±2.97

**

4 453.00±521.0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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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 对 BCG+LPS 诱导免疫性肝损伤小鼠血清 ALT、AST 的影响(x±s)

组别

n

正常组

10

模型组

剂量(mg/kg)

36.24±10.01
##

114.48±22.32

10

60

100.14±19.75

10

120

92.00±17.30

*
**

10

240

65.33±11.92

护肝片组 10

800

91.38±5.74

4

IL-1 等炎性因子,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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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57±1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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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因子有关。但 CAE 是否直接抑制肝中的 KC 分泌 TNF-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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