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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当归配伍对气道变应性炎症大鼠
Th1/Th2 平衡的影响
袁颖,郭忻,金素安,何世民,符胜光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201203
摘要：目的 通过研究黄芪当归配伍对气道变应性炎症模型大鼠鼻黏膜、肺组织干扰素-γ(IFN-γ)、白细胞介
素-4(IL-4)表达及血清中 IFN-γ、IL-4 含量的影响,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

48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黄芪组、当归组、芪归配伍组、阳性对照组。采用卵清蛋白(OVA)皮下及腹腔注射致敏、OVA 喷雾激发
的方法造成大鼠气道变应性炎症模型,各给药组分别用黄芪、当归、黄芪当归配伍水煎液及曲尼司特水溶液灌胃给药。
用免疫组化法测定鼻黏膜及肺组织中 IFN-γ、IL-4 的表达,ELISA 方法测定血清中 IFN-γ、IL-4 含量。结果 模型组血
清及肺组织中 IFN-γ降低,鼻黏膜中 IFN-γ变化不明显,而血清、鼻黏膜、肺组织中 IL-4 均升高；黄芪组可增加鼻
黏膜及血清中 IFN-γ,当归组可降低肺组织、鼻黏膜及血清中 IL-4。芪归配伍组可增加肺组织及血清中 IFN-γ,降
低鼻黏膜、肺组织、血清中 IL-4。相关分析显示,鼻与肺之间 IL-4、IFN-γ呈正相关。结论

黄芪当归配伍可能通

过调节气道变应性炎症中 Th1/Th2 细胞因子平衡,从而对气道变应性炎症起到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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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stragalus and Angelica on Balance of Th1 and Th2 of Airway Allergic Inflammation Rats
YUAN Ying, GUO Xin, JIN Su-an, HE Shi-min, FU Sheng-gua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Astragalus and Angelica on level of IFN-γ and IL-4 in
nasal mucosa, lung tissue and the serum of airway allergic inflammation rats, in order to partly show the
mechanism of Astragalus and Angelica in treating airway allergic inflammation. Methods Fouty-eight male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model group, Astragalus group, Angelica group,
compatibility of Astragalus and Angelica group and positive control group. Using the model of airway
allergic inflammation rats caused by OVA, the expression of IFN-γ and IL-4 in nasal mucosa and lung
tissue were observ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method, and the level of IFN-γ and IL-4 in serum
by ELISA.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IL-4 in nasal mucosa, lung tissue and the level in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IFN-γ in lung tissue and the level
in serum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stragalus depressed the expression of
IL-4 in nasal mucosa and the level in serum, and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IFN-γ in nasal mucosa and
the level in serum. Angelica depressed the expression of IL-4 in lung tissue, nasal mucosa and the level in
serum. Compatibility of Astragalus and Angelica depressed the expression of IL-4 in nasal mucosa, lung
tissue and the level in serum, and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IFN-γ in lung tissue and the level in serum.
Conclusion Compatibility of Astragalus and Angelica may control airway allergic inflammation by adjusting
the balance of Th1 and Th2.
Key words：Astragalus；Angelica；airway allergic inflammation；IFN-γ；IL-4；rats
气道变应性炎症是指气道由变应原诱发的炎症反应。常见

炎症模型的基础上,以 Th1、Th2 的代表性细胞因子干扰素-γ

的具有气道变应性炎症的疾病主要有变应性鼻炎(allergic

(IFN-γ)、白细胞介素-4(IL-4)为指标,观察了黄芪当归配伍

rhinitis,AR)和哮喘。气道变应性炎症反应属于Ⅰ型变态反

对气道变应性炎症大鼠 Th1/Th2 平衡的影响。

应,Th1/Th2 细胞因子平衡失调,Th2 类细胞因子增多、功能增

1

[1]

强是气道变应性炎症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 。黄芪和当归临床
常用于气道变应性疾病的治疗

[2-3]

。本研究在建立气道变应性

1.1

实验材料
动物
健康 SD 大鼠,清洁级,雄性,48 只,体质量(120±10)g,购

自于上海西普尔-必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合格证号：SCXP(沪)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2009 年度科研创新项目(09YZ120)；

2008-0005。分笼饲养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实验中心 SPF 级动物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博士专项基金(20093107120013)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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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in,不洗；滴加一抗 37 ℃孵育 2 h；PBS 洗 3×3 min；

试剂
卵蛋白(OVA,Ⅴ级)：Sigma 公司；氢氧化铝凝胶：Sigma

EnVision 试剂 37 ℃ 30 min；PBS 洗 3×3 min；DAB 显色 8～

公司。一抗：美国 Santa Cruz 公司；Envision 试剂(HRP/Rabbit)

12 min；苏木素衬染色,热水蓝化；吹干后,树脂封片；镜下观

即用型,丹麦 Dako；IL-4 大鼠 ELISA 试剂盒：武汉博士德生物

察,阳性产物呈棕黄色或黄色。每张切片分析 3 个视野,以高清

工程有限公司；IFN-γ大鼠 ELISA 试剂盒：invitrogen。

晰度图像分析系统测定免疫组化图像中阳性细胞区域面积。

1.3

2.6

药物
黄 芪 ： 豆 科 植 物 蒙 古 黄 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ge. vsr. mongholicus (Bge.) Hsiao.的干燥根,

血清干扰素-γ、白细胞介素-4 含量检测
根据 ELISA 试剂盒说明书操作,酶标仪 450 nm 检测。

3

统计学方法
—

产地：甘肃,批号 091211。当归：伞形科植物当归 Angelica

采用 SPSS11.0 软件统计分析。数据用x±s 表示,组间比较

sinensis(Oliv.)Diels 的干燥根,产地：甘肃,批号 091128。

采用方差齐性检验及方差分析。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上药材饮片购自上海市康桥饮片厂,经上海市食品药品检定

4

所吴赵云鉴定为黄芪、当归药材饮片。阳性对照药：曲尼司特

4.1 黄芪当归配伍对气道变应性炎症大鼠鼻黏膜、肺组织及血

胶囊,中国药科大学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20070915。

清干扰素-γ、白细胞介素-4 的影响(见表 1～表 3)

1.4

仪器

结果

—

各组大鼠鼻黏膜 IFN-γ、IL-4 表达比较(x±s)

表1

402A 超声雾化器：江苏鱼跃医疗设备有限公司。IMS 细胞

2

2

组别

只数

IFN-γ(µm )

IL-4(µm )

IFN-γ/IL-4

图像分析系统(医学图像分析软件)：上海申腾信息技术有限公

空白对照组

8

828.40± 93.21

973.14± 81.95

0.85±0.13

司。酶标仪：BIO-TEK ELX800。

模型对照组

8

709.29±124.62

1 424.39±248.23

0.50±0.08

1 333.41±159.31

0.64±0.11

2

实验方法

2.1

黄芪组

分组

当归组

48 只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黄芪组、
当归组、芪归配伍组、阳性对照组,每组 8 只。
2.2

致敏阶段

8

838.88± 86.39

808.57±158.42

**

0.81±0.22

**

0.87±0.16

**

0.70±0.18

1 022.28±130.89

芪归配伍组

8

785.10±100.48

906.07± 59.00

阳性对照组

8

721.85±143.79

1 094.80±259.30

**
**

—

各组大鼠肺组织 IFN-γ、IL-4 表达比较(x±s)

表2

致敏液作皮下注射,每鼠在两侧后足跖、腹股沟、腰、背、颈

组别

只数

部共取 10 点,每点注射 0.05 mL,同时腹腔注射 0.5 mL,共计 1 mL。

空白对照组

8

980.68±132.09 1 124.63± 68.67

2.2.2

模型对照组

8

801.42± 84.89 2 306.77±456.75

激发阶段

于实验第 15－36 日,将大鼠置于自制雾化箱

2

2

IFN-γ(µm )

IL-4(µm )

IFN-γ/IL-4

##

0.36±0.10

*

0.50±0.07

*

0.44±0.14

**

0.71±0.07

**

0.69±0.13

黄芪组

8

905.67±149.26 1 914.81±310.05

激发液 15 min,每日 1 次,以激发气道变应性炎症。空白对照组

当归组

8

795.14±126.31 1 939.08±547.60
*

以生理盐水雾化。观察激发后动物鼻部症状及呼吸变化。

芪归配伍组

8

925.79± 69.90 1 314.88± 74.54

2.3

阳性对照组

8

859.09±133.69 1 253.17±122.29

给药
根据人与大鼠体表面积比计算给药量。黄芪水煎液、当归

胃给药,10 g 原药材/kg,每日 1 次,共 21 d。空白对照组和模

空白对照组

8

81.75±15.86

型对照组灌胃给予等体积的生理盐水。阳性药组灌胃曲尼司特

模型对照组

8

64.46± 6.27

水溶液,34 mg/kg。

黄芪组

8

87.08±22.26

行腹腔麻醉。迅速打开腹腔,腹主动脉取血 10 mL。迅速开胸,
取出肺组织,浸泡于 10%中性甲醛缓冲液中固定。取下动物双
侧鼻黏膜,迅速放入 10%中性甲醛溶液中。
免疫组化检测
参照丹麦 Dako 公司免疫组化试剂盒 Envision 系统操作
说明。常规 4 µm 石蜡切片,贴在涂有切片黏合剂的干净载玻片
上,58 ℃烤 18 h,常规二甲苯脱蜡至水；0.01 mol/L PBS(pH 7.4)

只数

当归组

8

芪归配伍组
阳性对照组

4.2

8
8

IFN-γ(pg/mL)

**
**

IL-4(pg/mL)

IFN-γ/IL-4

122.17±46.55

0.76±0.34

#

284.45±54.73

##

0.24±0.06

**

159.51±48.31

*

0.60±0.29

229.54±26.28

**

0.32±0.05

144.31±75.66

**

0.73±0.31

146.62±86.90

**

0.67±0.38

72.38±12.43
**

86.48±17.44

72.41±16.47

##
*

**
**

鼻黏膜与肺组织中干扰素-γ、白细胞介素-4 表达的相

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鼻与肺之间 IL-4、IFN-γ呈正相关(P ＜0.01)。
见表 4。
表4

鼻黏膜与肺组织中 IFN-γ、IL-4 表达的相关性

项目

r

洗 3×3 min；用 pH 6.0、0.01 mol/L CB 热诱导修复 20 min,

IL-4(鼻/肺)

0.541

室温自然冷却,PBS 洗 3×3 min；0.3%H2O2 抑制内源性过氧化物

IFN-γ(鼻/肺)

0.565

酶 20 min,室温；PBS 洗 3×3 min；20%正常羊血清室温孵育

*

各组大鼠血清 IFN-γ、IL-4 含量比较(x±s)

表3
组别

最后 1 次激发后 24 h,用 25%乌拉坦(4 mL/kg 体质量)进

##

—

水煎液、黄芪＋当归(1∶1)水煎液,分别于实验第 15 日开始灌

取材处理

0.88±0.14

##

内,用超声雾化器以校定的雾化量 0.8 mL/(min·箱)雾化 1%OVA

2.5

**

0.05,**P ＜0.01(下同)

于实验第 1、8 日,空白对照组给予氢氧化

铝凝胶,其余各组均以新鲜配制的 1 mg/mL OVA 氢氧化铝凝胶

2.4

##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0.05,##P ＜0.01；与模型组比较,*P ＜

造模

2.2.1

8

##

*

P值
＜0.01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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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健脾利水渗湿为佐；炙甘草甘缓和中为使。君臣佐三药温

总之,本研究结果显示,加味四君固本汤含药血清可以抑

补,一则温煦全身,鼓舞气血,激发机体生命活力；二则补气,

制非小细胞性肺癌细胞的增殖,其与 Iressa 联用可以发挥协

气旺则血生,气旺则血行,既可增强体质,又可助仙鹤草、白花

同作用,随着含药血清或 Iressa 浓度的增加对非小细胞性肺

蛇舌草消癥散结；三则健脾利湿,脾胃健则气血生化有源。山

癌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其作用机制和预测其在非小

药、补骨脂、薏苡仁补脾清肺益肾,且有滋润强壮之功,又可制

细胞性肺癌治疗中的疗效仍有待研究。

人参温燥之性；白花蛇舌草、三七散结消肿、清热解毒、凉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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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Iressa 浓度的增加对肺癌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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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1/Th2 细胞因子平衡,抑制 Th2 类细胞因子、促进 Th1 类细

5

胞因子,使平衡向 Th1 方向逆转,从而对气道变应性炎症有抑

讨论
Thl 和 Th2 细胞在机体免疫中发挥不同的作用。Th1 细胞

制作用。

主要反映的是细胞免疫,Th1 细胞占优势时,表现促炎为主,具

参考文献：

有清除多种致病原的作用,主要抑制感染的发展,有助于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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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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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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