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 7 月第 15 卷第 7 期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37·

当归、白术、制白附子多糖对小鼠免疫
调节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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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中药植物多糖作为抗原,探讨其对小鼠免疫系统的激发特点,为多糖在免疫调节功能方面的应用
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取当归、白术、制白附子 3 种中药植物水溶性多糖为抗原,分别给予小白鼠免疫刺激,采用 ELISA

法检测小鼠血清中的相应抗体及交叉抗体。结果

3 种中药植物类水溶性多糖均能刺激小鼠产生特异性 IgG 类抗体

及非特异性交叉抗体,不同多糖刺激产生非特异抗体范围不同。结论

中药多糖可能是一种泛特异广谱免疫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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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ree Kinds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Herbal Medicines on Immunomodulation in Mice
SUN Wen-ping1, LI Fa-sheng1, HOU Dian-dong2, et al (1.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7, China；2.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CM, Shenyang 11003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immune responsed activated by polysaccharides from
herbal medicines and provide basis for immunomodulation of polysaccharides. Methods The mice were
immuned by polysaccharides of Angelica, Atractylodes and Giant typhonium rhizome respectively, then
the corresponeding antibodies and cross-reactive antibodies in serum were detected by ELISA. Results
Three kinds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herbal medicines could all activated the mice to produce not only the
corresponding antibodies, but also the cross-reactive antibodies, the ranges of non-specific antibodies
activated by distinct polysaccharide were different. Conclusions Polysaccharides from herbal medicines may
be a kind of non-specific and broad-spectrum immunomodulators.
Key words：polysaccharide；Angelica；Atractylodes；Giant typhonium rhizome；immunomodulation；
mice
一般认为,多糖可刺激机体产生 IgG 型抗体,IgG 型抗体分
子量大,分布局限,实际免疫作用有限[1],而中药植物多糖是否

动物中心提供。
1.2

多糖

可以刺激机体产生 IgG 型抗体尚没有统一的看法。本实验用随

当归多糖、白术多糖、制白附子多糖由大连医科大学临床

机选择的当归、白术、制白附子 3 种中药植物多糖作为抗原,

[2]
免疫教研室制备 ,无菌称取纯化的当归、白术、制白附子多

同时用其他种类的多糖作为对照,探讨其对小鼠免疫系统的激

糖各 4.00 g,用蒸馏水定容至 200 mL,4 ℃保存备用。取可溶

发特点。

性淀粉(北京红星化工厂,批号 20040211)10.00 g,用蒸馏水定

1

容至 200 mL,4 ℃保存,为对照用。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昆明种小鼠,雌雄兼用,体重(20±2)g,大连医科大学实验

按文献[3]方法制备伤寒多糖(将伤寒杆菌诊断菌液 80 mL
置水浴锅中煮 2 h,离心取上清,即菌体多糖),4 ℃保存,为对
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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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分组及给药
取小白鼠 280 只,随机均分成空白对照组、当归多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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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术多糖组、制白附子多糖组、可溶性淀粉多糖组、伤寒多糖

参考文献：

[4] 姚咏明,盛志勇.MODS 抗炎治疗研究的反思[J].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1] 张宗铭,王佐民,陈晓雯,等.蚤休连翘汤加减治疗外感高热 40 例[J].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88,7(3)：31.

1999,11(8)：456－458.
[5] Moncada S, Palmer RMJ, Higgs EA. Nitrie oxide： Physiolgy,

[2] 高学敏.中药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121－142.

patho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J]. Pharmalacol Rev,1991,

[3] Liang CH. Studies of endotoxin evolvment induced by antibiotic[J].

43(2)：109－142.

World Notes-Surgery,2000,27(5)：259－261.

(收稿日期：2007-08-22,编辑：华强)

·38·

Chines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on TCM

组。小鼠自由饮食。初次免疫：实验第 1 日,各实验组小鼠均
于大腿内侧腹股沟皮下注射相应的抗原,对照组注射生理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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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近年来研究发现,多糖及糖复合物在生物体中不仅是作为

水,0.2 mL/只,小鼠自由饮食。加强免疫：实验第 7 日同方案

能量资源和构成材料,更重要的是它存在于一切细胞膜结构中,

加强注射 1 次,小鼠正常饮食。实验第 14 日,小鼠眼球取血,

参与生命现象中细胞的各种活动,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到目

离心分离血清,分装备检。

前为止,已有 300 多种多糖类化合物从天然产物中被提取出来,

1.4

已发现有 100 多种植物来源的多糖及糖缀合物具有免疫调节、

特异性 IgG 抗体的检测
用 2%当归、白术及制白附子多糖、5%可溶性淀粉多糖及

抗肿瘤、降血糖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大量的药理和临床研

1∶20 稀释伤寒多糖,每孔 100 µL 包被酶标板。主要步骤如下：

究表明,植物多糖类化合物是一种免疫调节剂,具有抑制肿瘤

将包被板洗涤拍干,各孔加 1∶5 稀释的待测血清 100 µL,37 ℃

[5]
生长、激活免疫细胞、改善机体免疫功能等作用 ,没有细胞

孵育 30 min,洗涤拍干,各孔加 1∶40 稀释的冻干酶联葡萄球

毒性且药物质量通过化学手段容易控制,已成为当今新药的

菌 A 蛋白(HRP-SPA)100 µL,孵育洗涤拍干,加底物及终止液。

发展方向之一。我们从传统的中药植物中精选出当归、白术

[4]

采用 ELISA 方法 检测相应 IgG 抗体,以 OD 值表示抗体水平。

及制白附子多糖进行免疫学研究,结果表明,中药植物类多糖

1.5

能明显刺激小鼠产生 IgG 类特异性抗体,但各种多糖刺激产生

多糖免疫后小鼠交叉抗体的检测

1.5.1

各组

的非特异性抗体不尽相同,各自表现为相对的独立性。当归多

免疫血清 5 倍稀释后分别加到当归、白术、制白附子、可溶性

糖免疫血清中存在与白术多糖和制白附子多糖两种抗原发生

淀粉、伤寒多糖及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包被的酶标反应板

交叉的多糖抗体,说明当归多糖抗体是多克隆抗体；白术多糖

中。检测多糖免疫后小鼠交叉抗体产生情况。

免疫血清中存在与当归多糖抗原相对应的抗体；制白附子多糖

1.5.2

将各组免疫血清

免疫血清中存在与当归多糖抗原相对应的抗体。类风湿因子即

及对照血清 1∶5 稀释后与胶乳试剂(上海伊华医学科技有限

抗 IgG 的抗体的检测结果阴性,提示小鼠经多糖免疫前后其血

公司,批号 20040311)作用,检测多糖免疫前后小鼠类风湿因

清中均不存在与 IgG 结合的抗体；小鼠经多糖免疫后,其血清

子产生情况。

中产生了能与人标准红细胞发生凝集的抗体物质,该物质能与

1.5.3

免疫血清在各相应多糖包被板中交叉抗体检测

多糖免疫前后小鼠类风湿因子检测

多糖免疫前后小鼠“血型抗体”检测

将各组免疫血

清及对照血清与制备好的人标准红细胞等量混合,观察凝集反

人的标准 A、B、O 三型红细胞发生凝集反应。
淀粉是高等植物主要的储存性多糖,可溶性淀粉是淀粉水

应现象,检测多糖免疫前后小鼠“血型抗体”的变化。

解后的产物。研究中以其作为“标准”多糖对照；伤寒杆菌菌

2

体多糖的免疫刺激作用早已被科学验证,本实验正是利用其免

结果(见表 1、表 2)
表1

—

多糖免疫后各组小鼠产生相应抗体的检测结果(x±s)

抗原
当归多糖

白术多糖

制白附子多糖

淀粉多糖

伤寒多糖

表2

n

组别

疫特性对实验方法及实验过程做以佐证,同时作为对照说明植
P

IgG(g/L)

实验组

28

0.274±0.164

对照组

28

0.128±0.080

实验组

29

0.173±0.071

对照组

28

0.083±0.039

实验组

28

0.152±0.019

对照组

28

0.081±0.015

实验组

26

0.213±0.121

对照组

29

0.065±0.014

实验组

28

0.514±0.183

对照组

28

0.263±0.102

刺激机体产生特异性 IgG 类抗体,但不同多糖抗原产生的非特
0.001

异性抗体的范围不同。其中当归多糖产生的非特异性抗体的范
围最广,提示当归多糖是一种泛特异广谱免疫调节剂。中药植

0.000

0.048

0.000

物中存在着广泛的免疫活性多糖,免疫活性多糖作用的强弱,
与多糖本身的分子量、溶解度、粘度、剂量、给药时间等有关,
也受机体本身的免疫功能状态等因素的影响。就本实验研究的
3 种植物活性多糖来说,它们的化学组成、性质和药理特性都
存在一些差别,因此表现出的免疫调节作用不尽相同,但并未

0.000

发现其与伤寒多糖相比较而存在的显著性特点。因此,在各种多
糖的作用机制、构效关系规律性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所有免疫血清在 8 种抗原中产生的交叉抗体一览表

抗原

物多糖的免疫特点。本实验研究结果提示,3 种植物多糖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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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血清 淀粉血清 当归血清 白术血清 制白附子血清

当归抗原

-

-

+

+

+

白术抗原

-

-

+

+

-

制白附子抗原

-

-

+

-

+

淀粉抗原

-

+

-

-

-

伤寒抗原

+

-

-

-

-

乙肝抗原

+

+

+

-

-

类风湿因子

-

-

-

-

-

血型抗原

+

+

+

+

+

注：“+”表示有交叉抗体产生,P <0.05；“-”表示没有交叉抗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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