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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observe the antiviral activity of Algefacient and anti-inflammatory(AI)against influenza 

virus，cell culture technique was used in M DCK cells to get virus inhibitory rate an d virus tiler by MTT 

assay an d hemagglitination test．Influenza virus infec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in mice，to observe the 

protection effect to mi ce death ，the inhibitory effect to pulmonary index and pulmonary virus tite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60ug／mL Algefacient an d anti-inflammatory Can  completely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influenza virus in MDCK cel1．0．1 g&g， 0．5g／kg．1．2g,／kg dosage med cme orally given 

for 5 days could significan tly decrease the mortality rate，prolong the living time of infec ted  mi ce， 

decrease the pulmonary index and pulmonary virus hemagglitination titer(P<O．oi)．This effect is 

similar to that of virazole at the same dosage leve1．W e conclude that AI is an effective anti-influenz a 

virus．compound／n vitro and in vi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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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评价清热消炎复方制剂(简称 AI)的抗流感病毒活性，我们以病毒唑为对照，通过在体外观察病毒致细胞 

病变效应 (CPE)、MTT细胞染色检查病毒抑制率和检测病毒血凝滴度；在体内观察其对染毒小鼠的死亡保护作 

用，对小鼠流感病毒性肺炎的抑制作用，以及对小鼠肺内病毒增殖的影响，从而判定其抗流感病毒作用。结果发 

现 AI在 160ug／mL时能完全抑制流感病毒在 MDCK细胞 内的增殖复制作用。体内实验中0．1 g&g，O．5g&g，1．2g／kg 

3个剂量均能明显降低染毒小鼠的致死率，延长平均存活时间；降低肺炎小鼠的肺指数和血凝滴度 (P<0．01)。其 

作用与病毒唑相当。结论认为清热消炎复方制剂是一种有效的体内、体外抗流感病毒中药复方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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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病毒(Influenza virus)属于正粘病毒科成 

员，为单分子负链 RNA病毒，能引起上下呼吸道 

疾病【ll，其所引起的流感常在冬、春两季暴发或小 

流行，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2】。由于流感病毒的抗原 

性不断漂移与变异，用流感疫苗预防该病的流行受 

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抗流感病毒药物研究普遍受 

到重视。清热消炎复方制剂具有辛凉解表，宣肺通 

窍之功效。为评价其抗病毒效果，我们从体外实验 

中观察其抗流感病毒活性，并在小鼠体内建立流感 

病毒感染的动物模型，观察其体内抗病毒作用。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l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收稿日期：2003—06-24，修回日期：2003—09—29 

作者简介：刘钊 (1978一)，女，湖北籍，硕士，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 

通讯作者：杨占秋 (1952一)，男，湖北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医学病毒学研究。Corresponding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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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热消炎复方制剂 (简称 AI)由桂林三金药业 

集团公司提供。该药从柴胡、金银花、黄芩、虎杖、 

甘草等多种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制备成可溶于水 

的褐色颗粒。体外实验将其配成 0．1g／mL水剂；体 

内实验配成 1．2g／kg／d，O．5g／kg／d，O．1g／kg／d三个剂 

量混悬液，经 8磅 15min消毒。阳性对照药病毒唑， 

批号为 980908南京第三制药厂生产。中药对照药 

抗病毒口服液 (准字新药批号为 990128)系泰安东 

龙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 

流感病毒鼠适应株 A／FM／1／47(H1N1)，由中 

国预防科学院病毒学研 究所提供 ，本室保存 。 

MDCK细胞为武汉大学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提供。 

4周龄 Balb／c小白鼠，体重 18~20g，雌雄不分。 

购于武汉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1．2 MTr检测方法 

M丌 检测方法最早于 1983年被Mosmann描述【j】， 

其后于1991年被Takeuclli等用于抗HSV药物的筛选。 

其过程可简述为待正常细胞长成单层，用病毒感染细 

胞，加入不同浓度的药物，根据不同病毒感染细胞出 

现 CPE时间的不同，培养 48~72h。然后加入一定 

量的MTr液；因黄色的MTr能被活细胞线粒体脱 

氢酶还原成兰色的甲簪 (formazan)结晶，后者被 

溶解后用酶标仪测量光密度 (OD570Il )值，即可反 

映出试验孔中的活细胞相对量，从而得到细胞存活 

率或病毒抑制率。 

1．3 对MDCK细胞的毒性测定 

于单层 MDCK 细胞板上加入不同浓度的复方 

制剂，每一浓度的药物设置4个重复，同时设正常 

细胞对照。培养 48h后，弃培养液上清，每孔加入 

含 5mg／mLMTT的 MEM 培养基 100pL，继续培养 

2~3h后，弃MTT上清，每孔加溶解液DMSO100pL， 

待结晶完全溶解后，置酶标仪测定570nm波长处的 

光密度 OD值，并根据下式计算细胞存活率，找出 

药物对细胞的最大无毒浓度范围。 

1．4 对流感病毒的抑制实验 

于单层 MDCK 细胞板上每孔接种 50pL100 

TCID50的流感病毒液，置 35℃吸附90min，弃病毒 

上清。在药物无毒浓度范围内，加入不同浓度的消 

炎制剂每孔 0．2mL。同时设正常细胞对照、病毒对 

照、病毒唑和抗病毒口服液对照。约在病毒对照孔 

75％一100％出现 CPE时用 MTT法测各孔 570rim波 

下 OD值，计算药物对流感病毒的抑制率。同时取 

上清测病毒血凝素抗原。 

结合细胞毒性实验的结果，用统计软件 SPSS 

11．5的 Probit回归法计算药物半数毒性浓度 TCso 

和半数有效浓度IC5o，得到药物治疗指数(Treatment 

Index，TI=TC5dICso)。 

1．5 AI对流感病毒感染小鼠死亡的保护实验 

实验小鼠随机分成①正常动物组，灌服生理盐 

水；②病毒感染对照组，灌服生理盐水；③病毒唑 

治疗对照组 (0．09g·kg- ·d )；④抗病毒 口服液治 

疗对照组 (0．3g·kg ·d )；⑤AI小剂量治疗组 

(0．1g ·kg ·d )； ⑥ AI 中 剂 量 治 疗 组 

(0．5g·kg～·d )，中剂量相当于人临床使用剂量； 

⑦AI大剂量治疗组 (1．2g·k ·d )。通过对小鼠 

的急性毒性实验计算其 LD5o为 6．0 g kg- 。其中大、 

中、小剂量分别为药物 LD5o的 1／5，1／12，1／60。 

各组小鼠灌胃给药，每天一次，每次 0．5mL。 

第二次灌胃给药后 2 h，各组小鼠(除正常对照组外) 

于乙醚浅麻醉下，以2O倍 FM1株 LDso的攻击量滴 

鼻感染，每鼠0．05mL。感染后继续给药 5d。观察动 

物感染后的发病症状，连续 14d，记录各组动物的 

死亡数和存活天数，并计算出死亡保护率和延长生命 

率。同时取肺组织测定肺指数和血凝素抗原。 

2 结果 

2．1 清热消炎复方~UN(AI)对 MDCK 细胞的毒性 

检测 

消炎制剂对 MDCK 细胞毒性作用表现为：细 

胞粘连，壁厚，变圆，破碎，脱落，并且吸光值明 

显下降，吸光度 OD570IlIn值在 0．10以下。从表 1可 

知，AI的 TC5o>200og／mL，说明其安全系数大。药 

物在 160~g／mL范围内均未见明显的细胞毒性，从 

而确定该药物浓度为抗病毒实验的最高允许浓度。 

经直线回归分析，药物浓度与细胞存活率存在直线 

关系，P<0．05；其 TC5o与对照药物相比，差异无显 

著性，P>0．05。 

表 1 AI对 MDCK细胞的毒性检测 
1’able 1 The cvtotoxitv of AI tO MDCK cells 

AI：Algef~ient and anti·inflamm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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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流感病毒的抑制效果 。 

2．2．1 对 IVn)EK细胞内病毒增殖的抑制作用： 

流感病毒对MDCK细胞CPE表现为细胞形态皱缩、 

变长、脱落，折光性减弱。其抗病毒实验结果见表 

2。由表 2可知 的ICso<lO0~g／mL，说明其抗病毒 

效果好。药物浓度在 80~g／mL以上时，对 CPE抑 

制程度可达 50％以上；在 1601~g／mL以上时，CPE 

可完全抑制。经统计分析，药物浓度与病毒抑制率 

之间有直线关系，P<0．05；药物的IC50和 TI与对照 

药相比，P>0．05，无显著性差异。 

表 2 AI对流感病毒的抑制效果 

Table2 Theinhibitory effectofAItoinfluenzavirusin vitro 

2．2．2 对体外流感病毒血凝滴度的抑制作用：不同 

药物作用后的病毒血凝变化见表 3。由表 3可知药 

物血凝滴度明显低于病毒对照组。经组间 t检验， 

P<o．05，说明三种药物均能有效抑制流感病毒在 

MDCK细胞内增殖。而消炎制剂与对照药物相比， 

P>0．05，说明其抗病毒作用与病毒唑和抗病毒口服 

液相似。 

表 3 AJ对流感病毒体外血凝滴度的抑制效果 

Table 3 The inhibitory effet of AI to the hemagglutination 

titer ofthe influenza virus in vitro 

Group 
Hemagglutination titer 

X±S Log(X~S) 

2．2．3 对小鼠肺内流感病毒增殖的抑制作用：由 

表4可知，A10．5、1．0、1．2g／kg组小鼠肺血凝滴度 

较病毒对照组明显降低，P<0．01，表明消炎制剂能 

抑制流感病毒在肺内的增殖。同时，给药剂量和血 

凝滴度之间存在直线关系，随药物剂量的加大，病 

毒滴度降低，P<0．05。另外，与病毒唑相比，大剂 

量组在降低肺病毒滴度上无明显差别，P>0．05，；而 

优于抗病毒口服液，P<0．05。 

2．3 对流感病毒感染小鼠的保护作用 

如表 5显示消炎制剂 0．5、1．0、1．2g／kg剂量组 

均能明显降低小鼠病毒性肺炎死亡率(P<0．01)，延 

长小鼠平均存活天数(P<0．01)，提高病毒感染小鼠 

表 4 AI对小鼠肺组织流感病毒血凝滴度的抑制效果 

Table 4 Th e inhibitory effect otF AI against hemagglutination 

titer in mice lung 

存活率。且给药剂量与死亡保护率和平均存活天数之 

间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其大剂量组相对于病毒唑给 

药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与抗病毒口服液组 

相比，P<0．05，说明其抗流感病毒作用优于后者。 

2．4 对小鼠流感病毒性肺炎的治疗效果 

正常小鼠肺指数在一定范围内，小鼠感染流感 

病毒后引发小鼠肺炎，肺重增加，肺指数相应增加， 

因而肺指数可作为评价药物是否具有抗流感病毒 

作用的指标。 对小鼠流感病毒性肺炎的治疗作用 

结果见表 6。 

实验结果显示，病毒对照组较正常对照组的肺 

指数明显增加，P<0．01；病毒唑和抗病毒口服液对 

照组肺指数显著低于病毒对照组，P<0．01；表明 

实验模型可靠。A1 0．1、0．5、1．2g／kg剂量组较病毒 

对照组能明显降低小鼠肺指数值，P<0．01。其大剂 

量组在治疗小鼠流感病毒性肺炎上与病毒唑同效， 

P>0．05：而效果优于抗病毒口服液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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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实验主要通过体外细胞培养法和体内建立 

病毒感染模型考察了清热消炎复方制剂的抗流感 

病毒效果。通过体外毒性实验发现：药物对细胞的 

毒性较低，其 TCso>200gg／mL，比较安全。通过抗流 

感病毒研究发现：药物在 10~g／mL即显示出抗病毒 

作用，随药物浓度增加，抗病毒活性增强，药物在 

160~g／mL 时，CPE能完全抑制；呈现一定的量效 

关系。其IC50<~00ag／mL，说明其抗病毒效果好。同 

时，该制剂在抑制流感病毒细胞内增殖上与同剂量 

病毒唑和抗病毒口服液等效，无显著性差异， 

P>0．05。 

流感病毒血凝素与病毒感染性颗粒密切相关【4J， 

病毒血凝效价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病毒量及毒力。故 

我们利用其凝集鸡红细胞的特性，在体外收集药物 

作用后的病毒上清；在体内对主要受染器官肺组织 

进行匀浆，检测流感病毒在 MDCK细胞内及染毒 

小鼠肺内的血凝滴度，以期了解药物对病毒增殖的 

影响。结果显示，消炎制剂能明显降低 MDCK 细 

胞内和小鼠肺内的血凝滴度(P<o．01)，显示了良好 

的抗病毒作用 体内该药大剂量(1．2g／kg)降低血凝 

滴度与病毒唑表现出相同趋势，P>0．05；优于抗病 

毒口服液，P<0．05。因此认为消炎制剂有抑制流感 

病毒 MDCK在细胞内和肺内增殖的作用。 

以流感病毒鼠肺适应株 FM1感染小鼠引起病 

毒性肺炎，用 AI治疗小鼠肺炎实验显示：0．5g／kg 

以上剂量连续给药5d，均对小鼠病毒性肺炎有明显 

抑制作用，能降低其肺指数 (P<0．01)，提高病毒抑 

制率 (P<o．01)，减轻其肺部炎症病变程度。同时对 

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小鼠死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能明显降低感染病毒引起的死亡率 (P<0．01)，显著 

延长染毒后小鼠的平均存活天数 (P<0．01)。1．2g／kg 

剂量对流感病毒体 内抑制效果与病毒唑同效 ， 

P>0．05；而优于抗病毒口服液，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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