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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search Of the cooperative antivirus activities was carried OUt using anaantadine． rib— 

avirin and herhy houttuynia．The inhibitory effect 0f CPE caused by influenza virus A3 in MDCK cd】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n BALB／c mice pneumonia caused by influenza virus FM1 were examined 

and analyzed when amantadine，ribavirin and herby houttuynia were used alone or assoeiat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amantadine，ribavirin and herby houttuynia with sanle effeet 

were 256，512 and 1024 times cooperatively as many as alone in vitro，respectively．The ablities of 

treating pneumonia of mice when three kinds of drugs were used cooperatively were far higher than 

those alone in BAI B／c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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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烷胺和病毒唑被公认为有效的抗流感病毒 

合成西药，鱼腥草是很好的具有抗感染和抗病毒中 

草药，但目前尚未见三者联用时的效果报道，本文报 

道三者联用时体内外抗流感病毒的协同作用。 

l 材料与方法 

1．1 药物 

金刚烷胺、病毒唑、鱼腥草注射液均由武汉市新 

药持药公司提供。药物用 PBS溶解后，无菌过滤． 

一 20"C冰箱保存，临用时用细胞维持液作倍比稀释 

后，用于细胞毒性测定和抗病毒实验。 

1．2 病毒和细胞 

流感 A3病毒(雅防 lnfvAⅢ 一2En)和流感病毒 

鼠肺适应株 FMl(1nfv FM1J由本室断存。MDCK 

细胞购自武汉大学典型培养物保存中心。病毒经活 

化增殖后，分别测定 TCI 。和 I D 0。 

细咆生长液：10％胎牛血清(GIBCO公司产 

品)，78％MEM(GIBCO公司产品)，1％双抗 、1％谷 

氨酰胺。 

细胞维持液：2％胎牛血清，余者列生长液： 

1 3 对细胞毒性作用的'剜定 

MDCK细胞接种于 96孔组织培养板，待细咆 

长满后弃去生长液，PBS洗一次，加入用维持液稀释 

的不同浓度的金刚烷胺、病毒唑、鱼腥草或三种药物 

混合物，每 一浓度 4孔，置 37*(2培养．每日镜检，记 

录细咆中毒情况。求出药物对细咆的最大无毒浓度 

TI)。 

1 4 体外抗病毒作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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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文献[1]。MDCK细胞传代接种 96孔扳， 

待细胞长成单屠后，弃去生长液，PBS洗一次，接种 

100 TCIDso InfVAs。37℃ 吸附 1h，弃去病毒液． 

PBS洗一次。加入不同稀释度的药物一细胞维持液。 

待 100TCID∞病毒对照CPE达++++时．记录实 

验结果。 

观察实验结果后，将各孔细胞反复冻融三次．同 
一 药物浓度4孔合并．5 000 r／rain离心 15rain，收集 

上清测定病毒效价。 

1．s 俸内抗病毒实验 

BALB／c小鼠购自湖北省医学科学院动物室． 

雌雄各半，雌雄分笼喂养． 笼为组，每笼 lO只．体 

重 14～21g。饲料为专用 BALB／c小鼠饲料．饮用 

水为自来水。在感染前 24h开始灌冒给药．每天 1 

次，连续 5d。在乙醚浅度麻醉下滴鼻感染流感 ～ 

病毒．15L 0．感染 96h，解剖取肺称重，以啼重除以 

体重，逐个算出肺指数值．与病毒对照组比较．进行 

组间q 1测验，实验同时设空自对照组、病毒对照组和 

药物对照组。 

2 结果 

2．1 体外抑制流感 A3病毒复制的协同作用 

金刚烷胺对 MIX2K 纽胞最大无毒浓度为 

82 8btg／raL．病毒唑最大无毒浓度为 250Vg／m Ll鱼 

腥草最大无毒浓度为 125V mL(鱼腥草素的含 

量)。在最大无毒浓度处作 1：1：1混合作为三者联 

用。 上药物用细胞维持液作倍比稀释后，评估其 

抗病毒效果。实验结果表明三者联用比单独使用 

时，抗病毒效果大为提 高。在三者联用时．抑制 

CPE出现所需金刚烷胺、病毒唑和鱼腥草的浓度比 

单独使用时，分别下降了256、512、1024倍(表 1) 

亵 1 兰者联用和单独使用时对 IafVA3在 MDCK细胞中复材的抑制作用比较 

Table 1 The唧  I9呲 0l iahibltJon against CPE 曲- 叫 by lnf” in MOCK cc̈ w IdmiⅡbfHted ŝ刚 _Ih吐 or Rlon~ 

2．2 治疗BAI B／c小鼠肺炎时三者的协同作用 

正常小鼠肺指数值在一定范日内．小鼠感染 In— 

fV FMI后，引发小鼠肺炎，肺指数增加，肺指数值可 

作为小鼠感染 InfV FM 的指标。三者联用在体内 

同样具有协同作用，见表2。 

扶表2可以看出，低剂量金刚烷胺、病毒唑和常 

规剂量鱼腥草(三者的人正常 日剂量分别为 4mg／ 

kg／d，l5mg／kg／d和2rag／kg／d)单独使用时治疗小 

鼠流感病毒性肺炎效果均不明显．但如果三者联用 

则治疗效果大为提高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94 中 国 病 毒 学 第 17卷 

3 讨论 

我国被公认为是流感的多发地．几乎年年均有 

流感局部暴发或流行发生。由于流感病毒表面抗原 

能不断地发生变异，使本来有效的流感疫苗很快失 

效。金刚烷胺、病毒唑均为有效的抗流感病毒药物． 

但这两种化学药物在常规计量时毒副作用较大．限 

制了他们在临床上的广堙应用。中医认为鱼腥草能 

清热解毒．对肺 内邪热已盛的咳嗽气喘有显著的疗 

效。有研究证明鱼腥草具有广谱抗菌作用(21．抗病 

毒作用_3 和提高人和实验动物的免疫应答力 ]。我 

们的实验表明．三者联用时在相同的抗病毒效果时， 

可使金刚烷胺、病毒唑的浓度大大下降，该实验对为 

人类找到治疗流感及其流感肺炎的合理中西医结合 

的用药方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验意义。 

金刚烷胺抗病毒的机理是通过干扰病毒粒子 

M2蛋白离子通道功能，间接抑制了病毒复制 。病 

毒唑的抗病毒机理与抑制流感病毒 mRNA合成有 

关。两者的抗病毒机理完全不同．而鱼腥草具有抗 

菌消炎、提高免疫力．这两方面的原因可能是三者联 

用具有协同作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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