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7·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9年5月第41卷第5期 Int J Trad Chin Med, May 2019, Vol. 41, No.5

·实验与方药·

天名精石油醚部位对小鼠巨噬细胞
吞噬功能和抗体形成细胞的影响
林力 周玉丹 徐佳琪 王子涛
武汉科技大学基础医学院

肖硕 周国祥 郑江

王强

430065

通信作者：王强，Email: 251204399@qq.com，电话：15971509779

【摘要】 目的

观察天名精石油醚部位对小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和抗体形成细胞的影响。方法

提

取天名精石油醚部位，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5 只小鼠分为对照组及天名精石油醚提取物低、高剂量组，
每组 15 只。天名精石油醚提取物低、高剂量组分别灌胃天名精石油醚提取物 50、100 mg/kg，对照组灌
胃等体积生理盐水，连续灌胃 10 d。检测小鼠脾脏重量和生长指数，采用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与
溶血空斑实验检测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与抗体形成细胞的数量。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天名精

石油醚提取物低、高剂量组小鼠脾脏重量[(192.4±11.49)mg、(204.6±10.59)mg 比(117.6±10.89)mg]、
生长指数[(6.04±0.54)、(6.06±0.40)比(3.89±0.14)]增加(P＜0.05)，抗体形成细胞数[(1 216.4±94.1)、
(1 548.8±86.4)比(361.0±11.7)]、巨噬细胞吞噬百分率[(58.60±2.60)%、(72.0±3.08)%比(35.49±
1.64)%]、吞噬指数[(2.01±0.10)、(2.69±0.15)比(0.37±0.06)]增加(P＜0.05)。结论

低、高剂量的天

名精石油醚部位可增强小鼠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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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carpesium abrotanoides petroleum ether fraction on

phagocytic function of macrophages and antibody forming cell in mice. Methods

The extract carpesium

abrotanoides petroleum ether fraction, forty five mice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low and high dose
groups of carpesium abrotanoides petroleum ether fraction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15 mices in each
group. The low-dose and high-dose groups of carpesium abrotanoides petroleum ether fraction were given 50
mg/kg and 100 mg/kg respectively by gavage for 10 days. The spleen weight, growth index, the phagocytosis of
macrophages and the number of antibody-forming cells in peritoneal macrophages of mice were detected by
chicken erythrocyte phagocytosis test and hemolytic plaque tes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pleen weight (192.4 ± 11.49 mg, 204.6 ± 10.59 mg vs. 117.6 ± 10.89 mg), the growth index (6.04 ± 0.54, 6.06 ±
0.40 vs. 3.89 ± 0.14), antibody forming (1 216.4 ± 94.1, 1 548.8 ± 86.4 vs.361.0 ± 11.7), phagocytosis percentage
of macrophages (58.60% ± 2.60%, 72.0% ± 3.08% vs. 35.49% ± 1.64%), and Phagocytosis index (2.01 ± 0.10,
2.69 ± 0.15 vs. 0.37 ± 0.06) of the groups of low doses and high doses of Carpesium abrotanoides Petroleum
ether frac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Conclusions

The low doses and high doses of Carpesium

abrotanoides Petroleum ether fraction can enhance the mice's specific and nonspecific immune function,and protect the
immune system of mice.
【Key words】 Carpesium abrotanoides; Macrophages; Immune functio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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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名精为菊科属植物，又名鹿活草、东北鹤
虱、天蔓菁等，具有清热化痰、解毒抗菌、破瘀
[1]

止血等功效 ，临床用于小儿肺炎、疟疾、腹泻、
[2 ]

物制品研究所，批号 160102)；新鲜绵羊血红细胞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1.4

天名精石油醚提取物制备：取天名精全草，

咳喘痰多、痢疾、疔疮肿毒、毒蛇咬伤等 。天名

粉碎后精密称取 500 g，置 5 000 ml 圆底烧瓶中，

精的主要成分为倍半萜内酯类成分，具有杀菌、

加入 2 500 ml 石油醚，电热套加热回流 3 h，抽取

抗病毒、增强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细胞增殖、阻

滤液，滤渣中加入 2 500 ml 石油醚，继续加热回

[3-7]

断肿瘤细胞血管新生的作用

。本实验通过观察

流提取 3 h，抽取滤液。重复前 2 次操作，合并 3

天名精石油醚部位对小鼠免疫器官、巨噬细胞吞

次提取所得滤液，放入旋转蒸发仪浓缩除去溶剂，

噬功能和体外抗体形成细胞的影响，为天名精的

烘干制成浸膏，称量，得干燥的天名精石油醚部

进一步开发和临床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位 12.5 g，配至所需浓度。
1.5

药物干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45 只小鼠分

1 材料与方法

为对照组及天名精石油醚提取物低、高剂量组(以

1.1

实验动物：SPF 级健康昆明雄性小鼠 45 只，

下简称“低、高剂量组”)，每组 15 只。根据前

体重 20～25 g，由武汉科技大学动物医学中心提

期预实验结果确定给药剂量，低、高剂量组分别

供，许可证号 SKCK(鄂)2015-0018；饲养于武汉

灌胃天名精石油醚提取物 50、100 mg/kg，对照组

科技大学动物医学中心，实验室温度 22～25 ℃，

灌胃等体积生理盐水，1 次/d，连续灌胃 10 d。

湿度 55%～65%，标准饲料喂养，自由饮水。适

1.6

应性饲养 7 d 后用于实验。

每组随机取 5 只小鼠，称重后脱颈处死，取脾脏

1.2

于电子天平称重，计算脾脏生长指数，脾脏生长

实验仪器：低速离心机(北京医用离心机厂)；

脾脏重量和生长指数的测定：末次给药后，

PA1104 型电子天平(上海天平仪器厂)；Nikon 光

指数＝脾脏重量/体重。

学显微镜(Nikon)；EYELAN-1100 旋转蒸发仪(东

1.7

京理化器械厂)；电子天平(感量为 0.01 mg，上海

随机取 5 只小鼠，于第 7 天腹腔注射 6%无菌淀粉

天平仪器厂)；电热套(上海坤盟仪器设备厂)。

肉汤 1 ml 致炎，趋化血液中的单核细胞游走到腹

1.3

药品与试剂：天名精全草采集于湖北省枝江

腔分化为巨噬细胞。参考文献[8]方法制备 1%鸡

市，批号 SC0811，经中南民族大学药学院杨新洲

红细胞混悬液。末次给药后，各组小鼠腹腔注射

教 授 鉴 定 为 菊 科 植 物 天 名 精 Carpesium

1%鸡红细胞混悬液 1 ml，30 min 后注射 Hanks 液

abrotanoides L.。碱性美蓝溶液(珠海贝索生物技术

2 ml，拉脱颈椎处死小鼠。收集腹腔液，用 1%碱

公司，批号 416082)；营养肉汤培养基(杭州微生

性美蓝染色，涂于载玻片上，37 ℃温箱干燥，生

物试剂公司，批号 YJ-135004)；可溶性淀粉(武汉

物学显微镜油镜检测，计算吞噬指数和吞噬百分

洪山中南化工试剂公司，批号 2901613)；石油醚

率。吞噬百分率(%)＝(吞噬鸡红细胞的巨噬细胞

(60～90 ℃，批号 P816690)；Hanks 液(武汉生物

数/100 个巨噬细胞)×100%；吞噬指数＝100 个巨

制品研究所提供，批号 KA13136)；补体(武汉生

噬细胞吞噬的鸡红细胞总数/100 个巨噬细胞。

吞噬细胞功能检测：参考文献[8]方法，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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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

A

体外抗
抗体形成细胞
胞检测：参考文
文献[9]方法，

每组随机取
取 5 只小鼠，于
于第 6 天腹腔
腔注射 5%绵羊
羊
红细胞 0.4 ml(约 4×1006 个)，末次给药后，脱颈
颈
出脾脏称重后放
放在已加入 Hanks
H
液6 m
ml
处死，取出
C

的平皿中，用 100 目的
的不锈钢网研磨后，经尼龙
龙
入试管中，1 0000 r/min 离心
心 5 min，洗 2
布过滤放入
次。将沉淀
淀的脾细胞重悬
悬 Hanks 液中，细胞计数
数
配成 1×1007/ml。将上述
述脾细胞 Han
nks 液 50 μl、
、
15% 绵羊红
红细胞 50 μl、
、1∶6～1∶8
8 补体 50 μl、
、
Hanks 液 2550 μl 混匀，用微量加样器
器将 100 μl 混
合液注入小
小室后，以石蜡
蜡封口，于 37 ℃温箱放置
置
6

注

A：对照组；B：低剂
剂量组；C：高剂量
量组

图 1 各组小鼠腹腔巨噬细
细胞功能检测结果
果(油镜

2.3

×1 000)

各
各组小鼠体外
外抗体形成细胞检测结果：与对

1 h，取出。进行空斑计
计数，计算 1×
×10 个脾细胞
胞

照组比
比较，低、高剂
剂量组溶血空
空斑形成数增加
加(P＜

数。
所含空斑数

0.05)，提示低、高
高剂量组小鼠抗体形成细胞
胞数增

1.9

见图 2、表 3。
加，见

统计学
学方法：采用
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
据

处理。实验
验数据以 x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
因

A

素方差分析
析。P＜0.05 为
为差异有统计
计学意义。

B

2 结果
2.1

小鼠脾脏重量
量和生长指数比较：与对照
照
各组小

组比较，低
低、高剂量组
组小鼠脾脏重量
量和生长指数
数

C

升高(P＜0..05)，见表 1。
各组小鼠脾脏重量
量和生长指数比
比较( x  s )

表1
组别

只数

脾脏
脏重量(mg)

生长指数

对照组

5

1177.6±10.89

3.89±0.13

注

低剂量组

5

1922.4±11.49a

6.04±0.54a

图 2 小鼠脾脏体外抗体形
形成细胞检测(

高剂量组

5

2044.6±10.59a

6.06±0.41a

A：对照组；B：低剂
剂量组；C：高剂量
量组

与对照
照组比较，aP＜0.005

注

表3
组别

2.2

小鼠腹腔巨噬
噬细胞功能比较
较：与对照组
组
各组小

比较，低、高剂量组小
小鼠吞噬率和吞
吞噬指数升高
高

表2

各组
组小鼠巨噬细胞
胞吞噬百分率和吞
吞噬指数比较
(xs)

组别

只数

吞噬
噬百分率(%)

吞噬指数

对照组

5

35..49±1.64

0.37±0.06

低剂量组

5

58..60±2.60a

2.01±0.14a

高剂量组

5

72..00±3.08a

2.69±0.15a

注

与对照
照组比较，aP＜0.005

各组小鼠
鼠溶血空斑形成数比较( x  s )
只数
数

溶血空斑形成数

对照
照组

5

361.0±11.7

低剂
剂量组

5

1 216.4±94.1a

高剂
剂量组

5

1 548.8±86.4a

注

(P＜0.05)，见表 2、图 1。

×
×100)

a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论
3 讨论
天
天名精味苦、
辛，性寒，入
入肝、肺、胃
胃三经，
在《神
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其主要化
化学成
分为萜
萜类和黄酮类
类成分，萜类成
成分以单萜和
和倍半
萜骨架
架为主。倍半
半萜类化合物主
主要为特勒内
内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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