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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肺口服液对 3I、7b 型腺病毒感染人胚肺成纤维
细胞 TGF-β1、PDGF-BB mRNA 基因表达的影响
1

2

王文革 ,陈四文 ,汪受传

3

(1.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儿科,北京 100142；2.厦门市中医院,福建 厦门 361001；3.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目的

观察清肺口服液含药血清对腺病毒 3I、7b 感染的人胚肺成纤维细胞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PDGF-BB)mRNA 基因表达的影响。方法

以 3I、7b 型腺病毒分别攻击体外培养的人胚肺成

纤维细胞,制备清肺口服液含药血清,作用于该细胞,另设正常细胞组、病毒对照组、利巴韦林组,采用原位杂交法检
测 TGF-β1、PDGF-BB mRNA 基因的表达,进行各组间比较。结果

病毒对照组较正常细胞组的 TGF-β1、PDGF-BB mRNA

表达均明显升高(P ＜0.01),含药血清组对 3I、7b 型攻击后的 TGF-β1、PDGF-BB mRNA 表达均有显著降低作用(P ＜
0.01)。结论

清肺口服液可下调 TGF-β1、PDGF-BB mRNA 表达,这可能是其抗病毒作用的机制之一。

关键词：清肺口服液；人胚肺成纤维细胞；腺病毒；转化生长因子-β1；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 mRNA；含药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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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Qingfei Oral Liquid on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and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BB mRNA Gene Expression of Human Embryonic Lung Fibroblast Cells Infected by
Adenovirus Type 3I and 7b WANG Wen-ge1, CHEN Si-wen2, WANG Shou-chuan3 (1.Pediatrics Department,
General Hospital of Air Force PLA, Beijing 100142, China；2.Xiamen Hospital of TCM, Xiamen 361001, China；3.Nanjing
University of TCM,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Qingfei oral liquid contained serum on the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TGF-β1) and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BB (PDGF-BB) mRNA gene expression of
human embryonic lung fibroblast cells infected by adenovirus (ADV) type 3I and 7b. Method TGF-β1 and
PDGF-BB mRNA expression of human embryonic lung fibroblast cells infected by ADV type 3I and 7b were
determined by in situ hybridization before and after treated with Qingfei oral liquid contained serum.
Results ADV could up-regulate TGF-β1 and PDGF-BB mRNA of human embryonic lung fibroblast cells (P ＜
0.01), while Qingfei oral liquid could down-regulate them (P ＜0.01, P ＜0.05). Conclusions Qingfei oral liquid
played an antiviral role by decreasing the TGF-β1 and PDGF-BB mRNA expression.
Key words：Qingfei oral liquid；human embryonic lung fibroblast cells；adenovirus；TGF-β1；
PDGF-BB mRNA；drug contained serum
清肺口服液是临床治疗小儿病毒性肺炎的有效药物,前期

1.2

的药效学研究已显示其具有抗病毒、调节免疫、解热、止咳、

细胞
人胚肺成纤维细胞 CCC-HPF-1,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

[1]
化痰及体外抑菌等作用 。进一步实验表明,腺病毒攻击体外培

研究所细胞中心提供。本实验采用第 5～30 代细胞。

养的人胚肺成纤维细胞后,可使其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

1.3

[2]

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PDGF-BB)蛋白表达明显升高 ,而清

病毒
腺病毒 3I、7b 型,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儿科提

肺口服液可有效降低此种表达。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原位杂交

供,南京医科大学微生物中心在人胚肾细胞上增殖活化。

PDGF-BB mRNA
的方法,对体外培养的人胚肺成纤维细胞 TGF-β1、

1.4

药物及含药血清制备

表达进行了研究,探讨 TGF-β1、PDGF-BB 在病毒性肺炎发病中

清肺口服液：主要药物为麻黄、葶苈子、虎杖等,南京中

的作用以及清肺口服液对它们的影响,阐明清肺口服液治疗病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制剂室负责制剂和质量控制,每 1 mL 含原药

毒性肺炎的分子生物学机制。

材 1 mg。含药血清及空白血清的制备：将动物随机分为 2 组,A

1

组灌服清肺口服液,给药剂量 25 g/kg,分 2 次给予(相当于临

1.1

实验材料
动物
大耳白兔 10 只,雌雄各半,健康无病,体重 2.5～3 kg,南

京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床等效剂量)；B 组给相应体积的生理盐水,连续给药 3 d。末
次给药后禁食不禁水 12 h,再灌服 1 d 的量,1 h 后,清醒状态
下行颈动脉分离插管采血,血液静置 30 min 后,离心取血清,
56 ℃水浴 30 min 灭活,在超净工作台上过滤除菌,分装于 1.5 mL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171171)

EP 管,-70 ℃冰箱保存备用。A 组为清肺口服液含药血清,B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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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白血清。利巴韦林注射液：华北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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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药血清组对 3I、7b 两型攻击后的 TGF-β1、PDGF-BB mRNA

100 mg/mL(支),批号 020244。

表达均有显著降低作用(P ＜0.01),而二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1.5

(P ＞0.05)。空白血清组与含药血清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试剂
RPMI-1640 培养基(美国 GIBICO 公司)；新生牛血清(杭州

四季青公司)；胰蛋白酶(美国 GIBICO 公司)；多聚赖氨酸(武

空白血清组与病毒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结果见表 1、表 2。

汉博士德公司)；DEPC(美国 AMRESCO 公司)人 TGF-β1、PDGF-BB

表 1 清肺口服液对 3I、7b 型腺病毒攻击后细胞 TGF-β1 mRNA 的影响
—

(x±s)

原位杂交试剂盒(武汉博士德公司),试剂盒中包括胃蛋白酶 2 mL,
预杂交液 2 mL,TGF-β1、PDGF-BB 寡核苷酸探针杂交液各 2 mL,

组别

封闭液 5 mL,生物素化鼠抗地高辛 5 mL,SABC-POD 5 mL,生物

正常细胞组

20

0.11±0.03

素化过氧化物酶 5 mL。

病毒对照组

20

0.23±0.07

0.25±0.04

1.6

空白血清组

20

0.24±0.05

0.25±0.05

利巴韦林组

20

0.10±0.22

超 低 温 冰 箱 ( 日 本 SANYO), 离 心 机 , 倒 置 显 微 镜 CK( 日 本

含药血清组

20

0.11±0.02

OLYMPUS),细胞培养板(美国 GIBICO 公司),SHZ-ZZ 水浴恒温振

注：与正常细胞组比较,▲▲P ＜0.01；与空白血清组比较,△△P ＜0.01；

仪器
二氧化碳培养箱 BNP-310(TABAI ESFEC 日本),超净工作台,

荡器(中国华美生化仪器厂)。
2

3I 型

7b 型
0.09±0.03
▲▲

**

0.10±0.02

**▲▲△△

0.11±0.02

▲▲

**
**▲▲△△

与病毒对照组比较,**P ＜0.01(下同)

实验方法

2.1

n

表 2 清肺口服液对 3I、7b 型腺病毒攻击后细胞 PDGF-BB mRNA 的影响
—

(x±s)

细胞分组
共分 3I 型、7b 型腺病毒两大组,每组又分 5 个小组：正

常细胞组、病毒对照组、利巴韦林组、含药血清组、空白血清组。
2.2

细胞培养
5

将复苏后的人胚肺成纤维细胞以 2×10 /mL 接种于 25 mL
培养瓶中,加入 3 mL RPMI-1640 培养基(含终浓度青霉素、链

化,进行传代培养。

n

3I 型

正常细胞组

20

0.09±0.03

0.08±0.02
▲▲

20

0.20±0.04

空白血清组

20

0.19±0.05

含药血清组

5

7b 型

病毒对照组

利巴韦林组

霉素各 100 U/mL,20%新生牛血清),置 37 ℃、5%CO2、饱和湿
度条件下培养。待细胞基本长满瓶壁后,用 0.25%胰蛋白酶消

组别

20
20

0.17±0.05

0.17±0.03

**

0.10±0.02

**▲▲△△

0.08±0.02

0.09±0.02
0.09±0.02

▲▲

**
**▲▲△△

讨论
目前研究表明,多种生长因子参与肺的炎症反应,其中

细胞处理及原位杂交

TGF-β1、PDGF-BB、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等对调控肺成

5
将浓度为 2×10 /mL 的人胚肺成纤维细胞细胞悬液种于

纤维细胞分裂、增殖及胶原蛋白的合成与降解起十分重要的作

内置玻片的 24 孔板中,每孔 1 mL。置 37 ℃、5%CO2 培养箱中

[3]
用 。近年来许多研究显示,TGF-β1 mRNA 的高度表达可激发肺

培养,待细胞长满玻片约 80%备用。吸去培养液,除正常细胞组

[4]
泡炎症,它在肺泡急性炎症及间质性肺炎中发挥重要作用 。

外,病毒对照组、含药血清组、利巴韦林组、空白血清组均加

PDGF 的生物学效应与 TGF-β1 相类似,对多种炎细胞及成纤维

入单倍稀释的 100 TCID50 病毒液 0.2 mL,置 37 ℃、5%CO2 培养

细胞有趋化作用,它和 TGF-β1 一起必将加重炎症反应与细胞

箱中吸附 2 h。弃去病毒液,PBS 洗 2 次,分别加入维持液稀释

过度增殖及各种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的释放,促进肺泡炎及肺

的 10%清肺口服液含药血清、1 mg/mL 利巴韦林、10%空白血清；

纤维化形成。基于 TGF-β1 与 PDGF 众多的生物学效应,二者与

正常细胞组和病毒对照组只加维持液,置细胞培养箱中培养

肺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病及哮喘等呼吸系统炎症性疾病的关

4 h 终止。0.1 mmol/L PBS 洗 2 min×3 次。4%多聚甲醛 0.1 mmol/L

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2.3

PBS(pH 7.2～7.6,含 1/1 000 DEPC)固定 20～30 min。蒸馏水

腺病毒肺炎的主要病理改变为支气管炎和肺泡间质炎,重

充分洗涤,干燥后-20 ℃保存,进行原位杂交。具体操作步骤按

者可致肺纤维化、肺不张,其病理过程与肺纤维化、慢性阻塞

试剂盒说明书,DAB 显色后,在光镜 200 倍视野下,每组随机选

性肺病、哮喘等与 TGF-β1 和 PDGF-BB 密切相关的疾病又有许

取 20 个细胞,使用北航医学图像分析管理系统测定细胞内杂

多相似之处。因此,TGF-β1 和 PDGF-BB 很可能在腺病毒肺炎的

交颗粒的平均光密度值,代表 mRNA 表达量。

发病中发挥着某种调节作用。TGF-β1 和 PDGF-BB 是否参与了

3

病毒性肺炎的病理过程,并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尚未见文

统计学方法
—

实验数据以x±s 表示。应用 SPSS11.5 统计分析软件对实

献报道。腺病毒 3I、7b 是引起腺病毒肺炎的主要基因组型[5],

验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方差分析进行各组间比较。

我们前期的研究表明,体外培养的人胚肺成纤维细胞经腺病毒

4

3I、7b 攻击后,经 ELISA 法检测,其细胞上清液中 TGF-β1 和

结果
体外培养的正常人胚肺成纤维细胞可见 TGF-β1、PDGF-

PDGF-BB 含量较正常组明显增高,本实验进一步证实腺病毒感

BB mRNA 的表达,细胞胞浆着色呈紫蓝色。腺病毒 3I、7b 两型

染可使二者的 mRNA 表达增高,说明病毒感染不仅可在蛋白质

攻击该细胞后,细胞 TGF-β1、PDGF-BB mRNA 的表达均明显升

水平而且可从 mRNA 水平上调二者的表达,TGF-β1 和 PDGF-BB

高(P ＜0.01),表现为胞浆平均光密度值升高。利巴韦林组及

可能参与了腺病毒肺炎的发病过程。但病毒性肺炎的发病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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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熄风方对局灶性脑缺血大鼠内皮素 1 和
一氧化氮含量的影响
1

2

1

1

1

高红莉 ,刘昭纯 ,万文菊 ,曲晓兰 ,段 瑞 ,苏雪慧

1

(1.泰山医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6；2.山东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目的 观察活血熄风方对局灶性脑缺血模型大鼠血液和脑组织中内皮素 1(ET-1)和一氧化氮(NO)含量的
影响,探讨其脑保护的作用机制。方法

雄性 Wistar 大鼠 40 只随机分为 5 组：假手术组、模型组及活血熄风方

高、中、低剂量组,每组 8 只。采用光化学法建立局灶性脑缺血大鼠模型,造模前 7 d 灌胃给药,活血熄风方高、
中、低剂量组分别给予活血熄风方 20、10、5 g/(kg·d),假手术组和模型组给予等体积蒸馏水灌胃,造模后 24 h
分别取血及脑组织,放射免疫法测定模型大鼠血浆及脑组织中 ET-1 含量,分光光度法测定血清及脑组织中 NO 的含量。
结果

活血熄风方能降低模型大鼠血浆及脑组织中 ET-1 含量,降低脑组织中 NO 含量,升高血清中 NO 含量,与模型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或 P ＜0.01)。结论

活血熄风方对局灶性脑缺血模型大鼠的保护作用可能与其降

低血浆及脑组织中 ET-1 含量,降低脑组织中 NO 含量,升高血清 NO 含量,从而调节 ET-1/NO 比值有关。
关键词：活血熄风方；内皮素 1 ；一氧化氮；局灶性脑缺血；大鼠
中图分类号：R2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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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uoxue Xifeng Decoction on Endothelin-1 and Nitric Oxide Levels of Focal Cerebral
Infarction Rats GAO Hong-li1, LIU Zhao-chun2, WAN Wen-ju1, et al (1.Taishan Medical College, Taian 271016,
China；2.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CM,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Huoxue Xifeng Decoction (HXD) on endothelin-1 (ET-1) and
nitric oxide (NO) levels in the blood and brain tissue of focal cerebral infarction (FCI) rats. Methods
Forty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ized into 5 groups：sham-operation, FCI model and HXD-high,
HXD-middle, HXD-low dose groups, with 8 rats in each group. The model of FCI rats was established
by photo-chemistry method, and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were continue 7 days before operation.
HXD-high, HXD-middle, HXD-low dose groups were given HXD 20, 10, 5 g/(kg·d) respectively, and other
groups were given the same volume distilled water. Blood and brain tissue samples were gotten 24 h after
operation, and radio-immunity method was used to measure ET-1 level, spectrophotometric method was
used to measure NO level. Results Compared with FCI model group, HXD decreased ET-1 level in plasma
and brain tissue after infarction, and decreased NO level in the brain tissue, increased NO level in serum
(P ＜0.05 or P ＜0.01). Conclusion HXD has a marked protective effect on FCI rats,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at HXD can decrease ET-1 levels in the plasma and brain tissue, decrease NO level in the brain tissue,
increase NO level in serum and regulate the ratio of ET-1/NO.
Key words：Huoxue Xifeng Decoction；ET-1；NO；focal cerebral infarction；rat

杂的,是多种细胞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二者在其中究竟通过

纤维细胞转化生长因子-β1、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 蛋白表达的影响[J].

何种途径起作用尚需要更多的实验加以阐明。清肺口服液含药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5,(7)：634－645.

血清可使病毒攻击过的人胚肺成纤维细胞 TGF-β1 和 PDGF-BB

[3] Matsuse T. Growth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inflammation and

mRNA 表达下调,说明其可以通过对 TGF-β1 和 PDGF-BB mRNA 的影

fibrosis in the lung[J]. Nihon Kokyuki Gakkai Zasshi,1998,36：

响,从基因水平对炎症细胞因子加以干预,阻断病毒性肺炎的

413－420.

发病过程,这可能是其抗病毒作用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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