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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对免疫性关节炎大鼠血清 TNF-α 和 IL-1β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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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复方玄驹胶囊对免疫性关节炎大鼠血清中 TNF-α 与 IL-1β 表达的影响，并初步

探讨其治疗机制。  方法：建立Ⅱ型胶原蛋白诱导大鼠免疫性关节炎模型，观察复方玄驹胶囊对实验性大

鼠体重增长速度和足肿胀的影响；检测血清 IL-1β 和 TNF-α 的水平。  结果：服用复方玄驹胶囊 28d 后，

模型大鼠体重增长速度明显增加，关节肿胀程度明显减轻（P<0.05 或 P<0.01）；模型大鼠血清 TNF-α 与

IL-1β 水平降低（P<0.01）。  结论：复方玄驹胶囊在免疫性关节炎大鼠中可以下调致炎因子 TNF-α 与 IL-1β

的水平，提示这可能与该药抑制实验性类风湿关节炎病情进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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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decoction of Fufang Xuanju capsule on 

immunologic arthritis and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this drug on the disease by determining the expression of 

serum TNF-α and IL-1β in synovial tissues of joint.  Method   The experimental rat model of typeⅡcollagen 

-induced arthritic (CIA) was established. The growth rate of body weight and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n paw edema 

were observed, and serum TNF-α and IL-1β levels were determined in experimental rats.  Result  In the 4-week 

of administration of Fufang Xuanju capsule,increased weight gain of the model rats was observed with lessened 

swelling of the joints ( P＜0.05 or P＜0.01), which resulted in a lower serum TNF-α and IL-1β in the model rats 

(P＜0.01).  Conclusion  Decoction of Fufang Xuanju capsule can treat the joint impairment of immunologic 

arthritis rats and the therapeutic mechanism may be relevant to reducing the content of TNF-α and IL-1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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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

RA）是一种由自身免疫障碍引致免疫系统

攻击关节的长期慢性炎症，主要病理改变为

滑膜炎，表现为滑膜增生和炎性细胞浸润，

包括炎症期，血管翳形成期和纤维化期，软

骨和软骨下骨破坏，最终造成关节畸形和强

直，功能丧失[1]。研究发现，细胞因子、细

胞凋亡、原癌基因等多因素在 RA 的发病过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中细胞因子对 RA 影

响研究较多，多种细胞因子对 RA 产生相互

协同或拮抗的作用，制约或促进病情的发生

发展，其中，TNF-α 及 IL-1、IL-6 等炎性因

子在发病中起着“中心轴”作用，它们长期作

用于滑膜、促进血管翳的形成，对 RA 的骨

质破坏产生较大影响[2-4]。 

复方玄驹胶囊由黑蚂蚁、淫羊藿，枸杞

子、蛇床子等组成，具有温肾，壮阳，益精，

祛风湿等功效，用于肾阳虚，亦用于治疗风

湿性关节炎之风湿痹痛、肝肾阴虚之腰膝酸

软等症。目前对复方玄驹胶囊的研究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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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对前列腺炎和性功能障碍方面的治疗

[5-7]，而对其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方面的实

验研究较少，有报道复方玄驹胶囊具有免疫

调节作用和抗炎的作用[8]。本研究采用Ⅱ型

胶原蛋白诱发大鼠类风湿性关节炎模型

（collagen-induced arthritic rats，CIA)，观察

复方玄驹胶囊对实验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

影响及其对大鼠血清中炎性细胞因子

TNF-α 和 IL-1β 水平的调节机理，探讨其治

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作用机制，为临床应用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 

1.1 药物  复方玄驹胶囊为浙江施强制药有

限公司产品（批号：20101004），甲氨喋呤

（MTX）为上海信宜有限公司产品（批号：

036140504）。试验前用 0.9%的生理盐水溶

解后得到不同浓度的供试品溶液待用。 

1.2 试剂  TNF-α 试剂盒和 IL-1β 试剂盒：

上海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酸可溶性牛源

性Ⅱ型胶原蛋白（CollagenⅡ CⅡ from bovine 

nasal septum），美国 Sigma 公司产品；弗氏

不 完 全 佐 剂 （ Freund’s Incomplete 

Adjuvant,FIA)美国 Sigma 公司产品。 

1.3 动物  实验用雄性 SD 大鼠，60 只，6～

8 周龄，购于青岛市药物检验所实验动物中

心，在实验条件下适应性饲养 1 周。 

1.4 仪器   宝特 XL800 酶标仪，美国

BioTeK 公司；AB1352S 十万分之一电子天

平，METT LEＲ TOLEDO；高速离心机，

德国 Thermo Scientific Heraeus 公司。 

2 方法 

2.1 大鼠 RA 模型的制备  参照文献[9-10]方

法，在无菌条件下，将酸可溶性 CⅡ用

0.1mol/mL 的冰醋酸在冰浴中充分溶解后用

弗氏不完全佐剂配成 1mg/mL 的乳剂，置

4℃冰箱中保存待用。除空白对照组外，其

余每只大鼠右后足跖皮内注射 0.25mLCⅡ致

炎。各组动物于致炎后第 4 天开始，观察并

记录对侧后肢及双侧前肢关节肿胀情况，采

用关节炎分数评分法计算关节炎指数

( Arthritisindex，AI)。 

2.2 AI 评分[11-12]  AI 标准分级如下：0 分，

无红胀；1 分，小趾关节稍红肿，有轻微炎

症出现；2 分，趾关节及足趾肿胀，中度炎

症；3 分，踝关节以下的足爪肿胀，轻度功

能障碍；4 分，关节重度肿胀，严重功能障

碍。以致炎后第 18 天对侧后肢及双侧前肢

AI 之和≥6 作为模型制备成功的标准。 

2.3 实验分组与给药[11]  取雄性 SD 大鼠 60

只(200±20)g，依照随机表法分为 6 组：空白

对照组，模型对照组，给药组根据“人和动

物间按体表面积折算的等效剂量比值”表和

参考文献[8]分为高、中、低剂量组和阳性药

对照组，每组 10 只。CⅡ致炎当天给药，高、

中、低给药组每天分别以灌胃给药方式给予

复方玄驹胶囊 1000，750，500μg/kg，共给

药 4 周 ， 阳 性 药 组 每 周 灌 胃 给

MTX750μg/kg，模型对照组致炎后给予等量

生理盐水，空白对照组用生理盐水作为致炎

物质。以右后足为观察对象，从致炎后第 4

天开始每天记录各组动物右后足的发病率，

并于第 8，14，20，28 天记录右后足体积的

肿胀度，第 28 天大鼠腹主动脉取血，提取

血清，冷藏待测。 

2.4 检测指标 

2.4.1 检测给药前与给药 28d 后体重增长速

度与右后足足肿胀度，足跖关节肿胀度采用

跖围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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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采用 ELISA 法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检测

血清中 TNF-α 与 IL-1β 浓度。 

2.5 统计学处理  所有实验结果采用均数±

标准差（ x ±s）表示，应用 SPSS17. 0 统计

软件进行处理，各组大鼠足跖肿胀度和血清

中 TNF-α、IL-1β 水平均数比较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P<0.05 认为组间有显著性差异。 

3 结果 

3.1 对 CⅡ诱导大鼠体重增长速度的影响  

28d 后，与模型对照组相比，高、中、低剂

量组与阳性对照组体重增长速度相对加快，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中剂量

组及阳性对照组尤为显著，高、中、低剂量

组与阳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3.2 对 CⅡ诱导大鼠右侧后肢足肿胀度的影

响  由表 2 可知，致炎前后的第 8 天左右，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各组大鼠右后足跖肿胀

度未出现显著性差异（P>0.05），致炎后第

14 天，模型对照组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大鼠

足跖肿胀度产生显著性差异（P<0.05），说

明造模成功。治疗 20d 后，复方玄驹胶囊高、

中剂量组及阳性对照组与模型组比较有显

著性差异（P<0.05），治疗 4 周后复方玄驹

胶囊高、中及阳性对照组差异更为显著

（ P<0.01) 、低剂量组亦有显著性差异

（P<0.05)。与阳性对照组相比较，复方玄驹

胶囊高、中、低剂量组无显著性差异

（P>0.05）。说明，复方玄驹胶囊与 MTX

均可降低 RA 大鼠的足肿胀度。 

3.3 复方玄驹胶囊对大鼠血清 TNF-α 和

IL-1β 的影响  致炎后第 28 天，模型对照组

与空白对照组大鼠比较，血清 TNF-α 和

IL-1β 水平均有明显升高（P<0.01)，说明造

模成功；与模型对照组比较，阳性对照组和

高、中剂量复方玄驹胶囊组大鼠血清 TNF-α

和 IL-1β 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

高剂量复方玄驹胶囊组对大鼠血清 TNF-α

和 IL-1β 的抑制作用与 MTX 相当，但低剂

量组的作用不明显(见表 3)。 

4 讨 论 

RA 从现代医学角度讲，是一种病因未

明的慢性、以炎性滑膜炎为主的系统性自身

免疫疾病，至今尚无根治办法。研究表明，

多种炎性细胞及其分泌的炎性细胞因子在

RA 的发病机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视，

其中 TNF-α 及 IL-1、IL-6 等炎性因子在发

病中起着“中心轴”作用，它们长期作用于滑

膜、促进血管翳的形成，导致了 RA 的骨质

破坏[2-4]。 

 

表 1 治疗前后体重变化情况 

组别 n 剂量（ug/kg） 用药前（g） 用药后（g） 用药前后差值（g） 

正常对照组 10 -- 258.45±7.93 366.17±9.88 107.72±9.01 

模型对照组 10 -- 241.54±8.21 291.33±7.47 50.79±5.754 

高剂量组 10 1000 248.91±6.98 327.59±5.66 78.68±6.322,3 

中剂量组 9 750 252.74±5.83 325.85±6.39 73.11±7.041,3 

低剂量组 9 500 246.92±7.44 311.30±8.48 64.38±6.664 

阳性对照组 10 750 251.64±7.37 322.24±6.96 70.60±5.692,3 

注：模型组与正常组相比较，1P<0.05,2P<0.01；复方玄驹胶囊高中低剂量组及阳性对照组与模型对照组相

比较，3P<0.05，4P<0.01；复方玄驹胶囊高中低剂量组与阳性对照组相比较，5P<0.05，6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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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组大鼠右后足足肿胀度比较（ x ±s，n=10） 

组别 n 
致炎前足周

长（cm） 

致炎后足周长（cm） 

8d 14d 20d 28d 

正常对照组 10 2.04±0.05 2.13±0.05 2.22±0.04 2.31±0.05 2.34±0.03 

模型对照组 10 1.99±0.03 2.82±0.07 3.56±0.091 4.07±0.042 4.25±0.052 

高剂量组 10 2.00±0.03 2.87±0.05 3.33±0.06 3.58±0.023 3.65±0.074 

中剂量组 9 2.07±0.07 2.91±0.06 3.41±0.04 3.65±0.053 3.74±0.034 

低剂量组 9 2.05±0.05 2.88±0.04 3.49±0.07 3.77±0.05 3.91±0.063 

阳性对照组 10 2.12±0.06 2.90±0.07 3.35±0.04 3.54±0.043 3.70±0.054 

注：模型组与正常组相比较，1P<0.05,2P<0.01；复方玄驹胶囊高中低剂量组及阳性对照组与模型组相比较，

3P<0.05，4P<0.01；复方玄驹胶囊高中低剂量组与阳性对照组相比较，5P<0.05，6P<0.01 

表 3 复方玄驹胶囊对大鼠血清 TNF-α 和 IL-1β 的影响（ x ±s，n=10） 

组别 n 剂量（µg/kg) TNF-α(pg/mL) IL-1β(pg/mL) 

正常对照组 10 -- 25.37±3.12 23.95±2.62 

模型对照组 10 -- 114.55±5.422 142.79±5.382 

高剂量组 10 1000 79.56±5.034 84.46±5.704 

中剂量组 9 750 83.91±6.343 94.73±6.084 

低剂量组 9 500 95.86±6.51 121.97±7.22 

阳性对照组 10 750 74.61±5.454 79.38±4.384 

注：模型组与正常组相比较，1P<0.05,2P<0.01；复方玄驹胶囊高中低剂量组及阳性对照组与模型组相比较，

3P<0.05，4P<0.01；复方玄驹胶囊高中低剂量组与阳性对照组相比较，5P<0.05，6P<0.01 

RA 从中医学角度讲属于“痹症”范畴，

其基本病机为风、湿、寒、热、痰等邪气滞

留肢体肌肉、筋脉、关节等部位，导致经络

阻闭，不通则痛[13]。中医药在防治 RA 上以

辨证论治为主，扶正与祛邪同步进行，多层

次、多环节、多途径调节机体免疫功能，阻

止病情进展，扶正以补肝肾、强筋骨为主；

祛邪以活血化瘀、舒筋通络为主。调补肝肾

具有改善内分泌功能的作用，增强下丘脑—

垂体—性腺轴功能，促进性激素分泌，促进

骨增长，抑制免疫炎症反应；补肾壮骨药能

对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的活性进行调节，促

进骨钙吸收，增加骨密度，修复被侵袭和破

坏的关节软骨和骨质，改善关节功能[14]。活

血化瘀药能抑制组织异常增生，阻止 RA 滑

膜血管增生及血管翳形成；同时可以通过增

加纤溶酶活性促进纤维蛋白溶解、抑纤凝，

阻止滑膜炎症进一步发展[15]。 

复方玄驹胶囊由黑蚂蚁，淫羊藿，枸杞

子，蛇床子等药物组成，方中以黑蚂蚁为君

药，具有扶正固本，补肾壮阳，养血荣筋，

祛瘀通络的功效，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

效确切[14-17]，淫羊藿有补肾阳、强筋骨、驱

风湿的功效，能够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促进

骨增长[18]。方中以枸杞子、蛇床子为佐药，

枸杞子味甘性平，能滋补肝肾、坚筋骨，可

用于腰膝酸软；蛇床子味辛苦、性温，有温

肾壮阳散寒之效。诸药配伍，共凑温补肾阳，

驱风散寒之效，从扶正与祛邪两方面达到标

本同治的效果[8]。 

实验结果表明，复方玄驹胶囊对Ⅱ型胶

原蛋白诱导RA大鼠关节炎症与损伤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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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作用，在本实验条件下，1000µg/kg 剂

量的复方玄驹胶囊疗效与 MTX 相当，而体

重增长速度则是复方玄驹胶囊优于 MTX，

但无显著性差异（P<0.05)。其可能机制为：

复方玄驹胶囊具有扶正和祛邪的功效，可明

显抑制 TNF-α 和 IL-1β 分泌，同时对调节机

体免疫系统，达到缓解和控制 RA 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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