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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王浆软胶囊对 NK 细胞功能的影响

（ x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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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功能，小鼠碳廓清能力和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
胞试验代表单核-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组别

动物数
（ 只）

NK 细胞活性%

转换值 X

PX

对照组

10

18. 01 ± 10. 15

0. 43 ± 0. 13

－

淋巴细胞分化，促进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能力； 增强抗体细胞

低剂量组

10

25. 60 ± 9. 89

0. 52 ± 0. 12

0. 050

中剂量组

10

27. 34 ± 7. 22 *

0. 55 ± 0. 08

0. 015

生成，增加血清溶血素； 提高碳廓清能力和腹腔巨噬细胞吞噬
能力； 增强 NK 细胞活性。结果提示蜂王浆软胶囊对小鼠的

高剂量组

10

45. 69 ± 8. 63 *

0. 74 ± 0. 09

0. 000

与对照组相比 P ＜ 0. 05

讨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蜂王浆软胶囊能提高迟发型变态反应和

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和非特异性 免 疫 均 有 增 强 作 用。根 据
《保健食品检验与评价技术规范》（ 2003 年版） ，提示该样品具
有增强免疫力功能，但其增强免疫功能的机制和分子基础尚

免疫是机体免疫系统对异物或抗原性物质进行特异性或
非特异性识别和清理的一种生理学功能。人体的免疫系统由

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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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黄酮类化合物槲皮素对尿酸钠致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大鼠踝关节肿胀度的影响，观察对小鼠的抗炎、镇痛作用。 方法
采用大鼠右后肢踝关节腔内注射尿酸钠溶液制备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缚线法测定大鼠不同时相踝关节肿胀度。采用耳廓肿胀法、热板法、
扭体法观察槲皮素的抗炎、镇痛作用。 结果

槲皮素能够显著抑制痛风性关节炎大鼠踝关节肿胀度，抑制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提高热板法

致痛小鼠痛阈时间，减少醋酸所致小鼠扭体反应次数。 结论

槲皮素通过抗炎、镇痛作用表现出很强的治疗痛风性关节炎功效，可能成为治疗

该病的有效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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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c effects of Quercetin in rats
with gouty 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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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flavonoid Quercetin on monosodium urate crystal-induced in ammation in rats，as well as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c in mice. METHODS
In ammation was induced by intra-articular injection of monosodium urate crystal suspension inside the ankle j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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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right hind limb，the in ammation was quantied by measuring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joint with a tie line method. The swelling auricle was caused by Xylol and the pain model was induced by Acetic acid and the hot-plate
tests. ＲESULTS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at Quercetin had a marked inhibitory effect on edema in experimental
gouty arthriti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in vivo，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swelling auricles caused by Xylol，as
well as improve pain threshold and reduce the stretching time of mice. CONCLUSION The Quercetin exerted a
strong anti-inammatory effect and can be regarded as useful drug for the treatment of acute gouty arthritis.
KEY WOＲDS： Quercetin； Gouty arthritis； Sodium urate； Anti-inflammatory； Analgesia

痛风性关节炎 （ Gouty arthritis，GA） 是 由 于 血 液 尿 酸 增
高，尿酸盐结晶（ Monosodium urate crystals，MSU） 沉积在关节

炎模型。空白对照组右后肢踝关节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造
4，
8，
12，
24，
48h 用缚线法测取右后肢小腿踝关节同一
模后 2，

滑膜、软骨、骨质等关节组织，刺激关节而引起的关节滑膜
囊、
〔1〕
及周围组织病损及炎症反应 。目前治疗药物如非甾体类

部位周径（ 取均值） ，计算肿胀率。
肿胀率 = （ 致炎后踝关节周径 － 致炎前踝关节周径） / 致

抗炎药普遍具有难以承受的副作用如胃肠毒性、肾毒性或胃
〔2〕
肠道出血等 。因此，从天然产物中发现能够治疗痛风性关

炎前踝关节周径 × 100%
2. 2 对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节炎的高效低毒药物具有重要意义。黄酮类化合物槲皮素
（ Quercetin） 作为一个典型的多酚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苹果、
洋葱、西兰花等水果蔬菜中，具有抗炎、抗氧化和凋亡诱导等
〔3〕
活性，有益于人类健康 。有研究表明，槲皮素对大鼠慢性
佐剂性关节炎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能够显著降低腹膜巨噬
〔4〕
细胞产生的 IL-1β 和 TNF-a 等炎性介质的水平 。本研究的

〔5〕

取 BALB / c 小鼠 50
只，雌 雄 各 半，随 机 均 分 为 5 组，灌 胃 给 药 （ 给 药 体 积 按
0. 02mL·kg － 1 ） ，
1 日 1 次，连续给药 7d。正常对照组给等体
积蒸馏水，阳性对照组给予阿司匹林（ 500mg·kg

－1

） ，其余组

－1

灌服槲皮素低、中、高剂量 （ 100，200，400mg·kg ） ，末次给
30min 后处死小
药后 1h，每鼠右耳内外侧涂二甲苯 0. 05mL，

目的是观察槲皮素给药后对尿酸钠诱导的急性痛风性关节炎

鼠，剪下左右耳，沿左右耳相同部位打孔，两侧耳片分别称质
〔6〕
量，以两耳片质量差比较肿胀度 。

模型大鼠踝关节肿胀度的影响，探讨槲皮素对小鼠的抗炎、镇

2. 3

痛作用，为开发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药物提供依据。
1 实验材料
动物 雄性 SD 大鼠，体重（ 200 ± 20） g，购自第四军医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合格证号 SCXK（ 军） 字第 2007-007
号。BALB / c 小鼠（ 25 ± 2g） ，购自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

1. 1

心，动物合格证号： SCXK（ 军） 字第 2002-005 号。
1. 2 药物与试剂 槲皮素购自陕西慈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纯度 ＞ 98% ，批号： 20100912） ，尿酸钠（ Uric acid sodium salt，
U2875-5G） 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吲哚美辛肠溶片（ Indomethacin） （ 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H4020771） 。阿斯匹林
（ Bayer Vital GrabH，批号： H20080331） ； 去痛片 （ 西安利君制
药有限公司，批号： 20090223） 。
1. 3 仪器 Sartorius 电子分析天平 （ 德国赛多利斯天平公
司） ； HH-S8 数显恒温水浴锅（ 金坛市医疗仪器厂） 。
2

实验方法

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的建立 48 只大鼠分为 6 组，
每 组 8 只。分 别 为 空 白 对 照 组，模 型 对 照 组，吲 哚 美 辛
（ 3. 0mg·kg － 1 ） 组和槲皮素（ 100，200，400mg·kg － 1 ） 组。用

2. 1

对热板法致小鼠疼痛的影响 取 BALB / c 雌性小鼠，分
组前进行筛选，水浴温度保持在（ 55 ± 0. 5） ℃ 。每次取 1 只小
鼠，记录自放入到出现舔后足所需的时间 （ s） 作为该鼠的痛

阈值。凡小于 5s 或者大于 35s 出现舔后足者，以及喜跳跃
者，一律弃而不用。取合格者进行分组，标记，将第一次舔足
的时间作为给药前的痛阈值。正常对照组给予同体积生理盐
－1
水，阳性对照组灌服去痛片（ 500mg·kg ） ，其余组按 2. 2 项
下方法连续给药 7d，末次给药后 1h，测定给药后第一次舔足
〔7〕
时间（ s） 。
对醋酸所致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取 BALB / c 小鼠，分
组及给药方法同 2. 2 项。末次给药后 1h，各鼠腹腔注射体积

2. 5

－1
分数 0. 7% 冰醋酸溶液（ 给药体积按 0. 01mL·g ） ，观察并
记录注射体积分数 0. 7% 冰醋酸后 15min 内出现扭体反应的

次数。各给药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计算各药的镇痛抑制百
〔8〕
分率，观察药物的镇痛作用 。
2. 6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3. 0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所有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多组间均数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
3 实验结果

蒸馏水溶解配制不同浓度的槲皮素和吲哚美辛，根据每次给
药前的动物体重计算给药容积。大鼠每天 9 点钟 ig 给药，连

3. 1

续 7d。正常对照组和模型组给予蒸馏水 ig，连续 7d。第五天
给药后 1h 造模。大鼠仰卧固定，碘伏消毒右后肢小腿踝关

节肿胀度在造模后均明显增加，模型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各
时间点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 01） ，说明造模成功（ 见表 1） 。

节，用 6 号注射针在大鼠右后肢踝关节背后从 45° 方向插入
至胫骨肌腱内侧，感觉有落空感后，注人 3. 0% 尿酸钠溶液

48h 肿胀开始明显
各造模组踝关节在 8 ～ 24h 肿胀最为明显，

100μL，以关节囊对侧鼓起为注入标准，制备急性痛风性关节

对尿酸钠诱导的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大鼠踝关节肿

胀度的影响

尿酸钠诱导的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大鼠踝关

减轻。说明此模型适用于痛风性关节炎的急性期。槲皮素
（ 100，
200，
400mg·kg － 1 ） 和吲哚美辛（ 3. 0mg·kg － 1 ） 给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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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 ～ 24h 与模型组相比较，均能显著降低踝关节肿胀度（ P
＜ 0. 01） 。槲皮素低、中、高剂量组呈现量效关系，其中高剂量

组别

组效果最明显，与阳性对照药吲哚美辛疗效基本相当。

剂量
/ mg·kg － 1

扭体次数
/15min

镇痛率
/%

空白对照

－

35. 91 ± 3. 77

－

去痛片

500

13. 23 ± 3. 29 ＊＊

63. 16

槲皮素

100

23. 92 ± 3. 47 ＊＊

33. 39

槲皮素

200

23. 24 ± 3. 52 ＊＊

35. 28

槲皮素

400

19. 44 ± 4. 24 ＊＊

45. 86

注：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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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01

讨论
关节腔内的尿酸盐结晶被白细胞吞噬后，细胞膜破裂，产

生氧自由基，释放出溶酶体酶、激肽、组胺、趋化因子等物质，
引起局部血管扩张和渗透性增加、血浆渗出、白细胞聚集等炎
症反应； 炎细胞释放白细胞介素-1β （ Interleukin-1β，IL-1β） 、
图1

肿瘤坏死因子（ 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 等细胞因子，激
活环氧化酶-2（ Cyclooxygenase-2，COX-2） 合成前列腺素（ Prostaglandin E2 ，PGE2 ） ，使炎症进一步扩大，组织被溶解侵蚀，从

槲皮素对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大鼠踝关节
肿胀度的影响（ x ± s； n = 8）

注： 与模型组比较＊＊P ＜ 0. 01

〔9〕

对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3. 2

通过肿胀度和抑制

率的计算，与正常对照组比较，阿司匹林组及槲皮素低、中、高
剂量均能显著抑制小鼠因二甲苯引起的耳肿胀（ 见表 1） 。
表1

组别

剂量
/ mg·kg － 1

耳肿胀度
/ mg

抑制率
/%

空白对照

－

10. 63 ± 1. 35

－

阿司匹林

500

4. 90 ± 1. 32 ＊＊

53. 90

槲皮素

100

7. 44 ± 1. 79 ＊＊

30. 01

200

6. 86 ± 1. 64

＊＊

35. 47

6. 05 ± 1. 92

＊＊

43. 09

槲皮素
槲皮素

400

注：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大鼠关节腔内

注入尿酸钠晶体造成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病变模型，其病理表
现与临床极为相似： 中性粒细胞侵入关节腔，积聚在关节液和
滑膜，其中一小部分活跃的细胞吞噬尿酸单钠结晶并且释放
趋化和扩大炎症反应的介质。同时关节滑膜衬里增生和肥
〔10〕
厚，关节液量增加 。该法简单、快速，成功率高，已成为被
普遍采用的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经典造模方法。
本实验表明槲皮素能够显著抑制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
大鼠踝关节肿胀度，并呈剂量相关性，这表明槲皮素给药后能
够显著减少模型大鼠关节腔内关节液的容积，减轻炎症反应。
槲皮素低、中、高 3 个剂量浓度都能够显著抑制二甲苯诱发的
小鼠耳廓肿胀程度，明显延长小鼠热板舔后足的时间，显著减

P ＜ 0. 01

对热板法致小鼠疼痛的影响

3. 3

（ x ± s，n = 10）

槲皮素对二甲苯致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而表现出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典型症状

槲皮素中、高剂量组及阳

少小鼠腹腔注射醋酸后的扭体次数，说明槲皮素对炎症反应

性对照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较，各组均能提高小鼠痛阈值，表

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对化学刺激疼痛模型和热刺激疼痛模

明槲皮素中、高剂量组对热板刺激所致小鼠疼痛均有一定的
抑制作用，实验结果（ 见表 2） 。

能够显著抑制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大鼠踝关节肿胀度作用

表2

（ x ± s，n = 10）

槲皮素对热板法致小鼠疼痛的影响

组别

剂量
/ mg·kg － 1

给药前阈值
/s

给药后阈值
/s

痛阈提
高率 / %

空白对照

－

22. 48 ± 2. 25

22. 11 ± 2. 20

－

去痛片

500

21. 64 ± 3. 01

28. 84 ± 2. 93 ＊＊

33. 27

槲皮素

100

21. 43 ± 3. 10

23. 86 ± 3. 12

11. 34

槲皮素

200

21. 90 ± 2. 64

27. 30 ± 3. 48

槲皮素

400

22. 56 ± 2. 66

29. 90 ± 3. 33 ＊＊

＊＊

24. 66
32. 54

注：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P ＜ 0. 01

3. 4

对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腹腔注射体积分数

0. 7% 的冰醋酸能使小鼠出现明显的扭体反应。槲皮素低、
中、高剂量组均能对抗醋酸刺激所致的疼痛反应，使小鼠扭体

型均有显著的镇痛作用，剂量浓度越高，效果越明显，这与其
相符。槲皮素通过抗炎和镇痛作用表现出很强的治疗痛风性
关节炎功效，其药理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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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老虎的药理活性成份研究进展
石焱芳，陈海玲（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泉州 362000）
摘要： 对黑老虎( Kadsura coccinea) 的药理活性成份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性报道。黑老虎化学成分很多，主要含有木脂素类( 以联苯环辛二烯类为
主) 和三萜类，其次还有单萜类、倍半萜类、甾体类、氨基酸，微量元素等成分，药理活性确切。本文按照其化学成分及药理活性类型进行分类介
绍，作用主要有抗炎、保肝、抗肿瘤、抗 HIV、抗衰老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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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studies on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Kadsura coccinea
SHI Yan-fang，CHEN Hai-ling （ Department of Pharmacy，Quanzhou Medical College，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ＲACT： The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 of the pharmacological activities of Kadsura coccinea are summarized. These chemical constituents mainly contain lignanoids，triterpenes，and terpene，sesquiterpenoids，steroids，amino acids，trace elements and so on. This paper classified its components and pharmaceutical actions mainly contain
anti-inflammatory，protection of liver，anti-HIV，anti-tumor effect and anti-aging.
KEY WOＲDS： Kadsura coccinea； lignan； triterpenes； pharmaceutical action

黑老虎（ Kadsura coccinea） 是木兰科南五味子属的常绿木

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越南也有分布。

质藤本野生植物，别名冷饭团、过山龙藤、血藤泡、“布福娜”
等。黑老虎为民间中草药，药用部位包括根、藤茎及果实。现
代医学研究表明黑老虎具有有抗炎、保肝、抗肿瘤、抗 HIV、抗
氧化等作用。本文就黑老虎近年来药理作用方面的研究成果
作一综述，为黑老虎药用价值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1 形态分布
黑老虎为多年生常绿攀援藤本，长 3 ～ 6m，叶革质，植株
喜光而又耐阴，好温暖而又耐寒，雌雄异株，花期 4 ～ 7 月，果
期 7 ～ 11 月（ 见图 1） 。不仅果实可食用、味美香甜，从根到叶
均可入药。黑老虎常生于海拔 1500 ～ 2000 米的山地疏林中，
常缠绕于大树上。分布于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及香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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