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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渊舒对慢性鼻－鼻窦炎模型鼻窦黏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体功能的影响
李辉１，

朱天民２

４

（１．成都大学医护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１０６；２．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７５）
摘要：目的观察鼻渊舒（辛夷、苍耳子、栀子、黄芪、白芷、黄芩、柴胡、薄荷、细辛、川木通、川芎）对慢性
鼻一鼻窦炎模型鼻窦黏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受体亲和力及转录激活能力等功能的影响，从细胞抑炎机制角度，探
讨鼻渊舒治疗慢性鼻一鼻窦炎的可能机制。方法选取１００只健康新西兰大白兔，按每组２０只，随机分为正常、模型、
假手术、克拉霉素、鼻渊舒组，建立慢性鼻．鼻窦炎模型，正常、模型、假手术组不干预，克拉霉素组、鼻渊舒组分
别予以克拉霉素２５ ｍｇ／（ｋｇ·ｄ）、鼻渊舒口服液１．５ ｍＩ／（ｋｇ·ｄ）灌胃，治疗１４ ｄ后取各组鼻窦黏膜上皮，ＨＥ染色后
观察鼻窦黏膜组织的病理形态学改变，受体的放射性配基结合分析及报告质粒分析法观察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受体结合
容量、解离常数及转录激活能力。结果模型组鼻窦黏膜呈慢性炎症改变，黏膜炎细胞浸润，腺体及杯状细胞明显增
生；模型组黏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体解离常数较正常组显著增高（Ｐ＜０．０１），转染质粒ｐＭＴＶ—ｃＡＴ后，氯霉素乙酰
转移酶（ｃＡＴ）表达较正常及假手术组显著下降（Ｐ＜０．０１）。鼻渊舒治疗后，鼻窦黏膜上皮得到较好修复，上皮组
织炎细胞浸润、杯状细胞及腺体少见增生；糖皮质激素受体解离常数显著低于模型组（Ｐ＜ｏ．叭），与正常组比较无
显著性差异（尸＞０．０５），转染ｐＭＴＶ－ｃＡＴ质粒后，ｃＡＴ表达显著高于模型组（Ｐ＜０．叭），与正常及假手术组比较无
显著差异（Ｐ＞ｏ．０５）。结论鼻渊舒能显著改善慢性鼻一鼻窦炎模型鼻窦黏膜慢性炎症状态，其机制与提高黏膜上皮
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受体亲和力及转录激活能力有关。
关键词：鼻渊舒口服液；慢性鼻－鼻窦炎；鼻窦黏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体；受体亲和力；转录激活能力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Ｊ０４．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８１１０２６２１；３０８叭４８０）；成都中医药大学科技发展基金资助项目（ｚＲＹＢ２００９４５）
作者简介：李辉（１９７７一），男，副教授，医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医药治疗慢性炎症性疾病的机制。Ｔｅｌ：１３９８０７５３２７５，Ｅ—ｍａｉｌ：ｔｔ—
ｌｉｈｕｉ＠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朱天民（１９７７一），女，教授，医学博士，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康复的实验与临床。Ｅ－ｍａｉｌ：ｔｍｚｈｕ６６＠ａｌｉｙｌｌｎ．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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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ＧＲ ｗｉｔｈ ｍｄｉ０１ｉｇａｎ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ｓｓａ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ｎｅｒ ｐｌａｓｍｉｄｓ

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匝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ｌ ｇｍｕｐ，ｃｈｒｏｎｉｃ ｉｎｎ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ｅｌｌ ｉｎ６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ｏｆ ｇｌａｎ—

ｄｕｌａｒ ｏ昭ａｎｓ ａｎｄ ｇｏｂｌｅｔ ｃｅＵｓ ｗｉｔｈ ＣＲＳ
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 ＧＲ

ｗａｓ

ＣＡ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ｎａｌ

ｗ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ｌｌａｌ ａｎｄ ｓｈａ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ｉｙｕａｎｓｈｕ Ｏｒａｌ Ｌｉｑｕｉｄ，ｔｈｅ ｎａｓａｌ ｓｉｎｕｓｅｓ ｍｕｃｏｓａ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ｗａｓ

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ｏｆ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Ｕｓ ａｎｄ ９１ａｎｄｕｌａｒ ｏｒｇａｎｓ ａｎｄ ｇｏｂｌｅｔ ｃｅｌｌｓ
ｖｉｏｕｓｌｙ １０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０．０５）．

ｗｉｔｈ

ｗｅｒｅ

ｏｕｔ

ｏｕｔ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ｍａｌ

ｏｆ ｎａｓａｌ ｓｉｎｕｓｅｓ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Ａｆｔｅｒ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ｐＭＴＶ－Ｃ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ｅｔｉｏｎ，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 １）．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ｒｅｐａｉｒｅｄ，ａｎｄ ｉｎｎ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ｅＵ ｉｎ６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ｈｙ—
ｒ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ｐＭＴＶ·ＣＡＴ ｔｍｎｓ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Ａ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 １）ｗｉｔｈ
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 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ｏｆ Ｇ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ＨＩｌａｌ

ｗａｓ

ｏｂ—

ｇｒｏｕｐ（Ｐ＞

ｓｉｇｎｉ６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ｓｈａ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

Ｂｉｙｕａｎｓｈｕ Ｏｍｌ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ｏｕｌｄ ｓｉｇｎｉ６ｃａｎｔｌｙ Ｉ．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ｉｎｎ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ｎａｓａｌ ｓｉｎｕｓｅｓ ｍｕｃｏｓａ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ｒａｂｂｉｔ ｗｉｔｈ ＣＲＳ．

Ｉｔ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ｍｎ—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ＧＲ ｏｆ ｎａｓａｌ ｓｉｎｕｓｅｓ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ｉｙｕａｎｓｈｕ Ｏｍｌ 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ｍｎｉｃ 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ｎａｓａｌ ｓｉｎｕｓｅｓ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ｄ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ｍｎｉｔｙ；ｔｍ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慢性鼻－鼻窦炎（ｃｈｍｎｉｃ 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治疗困

的放射性配基结合分析（Ｒａｄｉｏｌｉｇａｎ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ｓｓａｙ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ＲＢＡ）及报告质粒分析法观察了鼻渊

难，反复发作，对呼吸系统可产生不利影响。鼻渊

ｏｆ

舒口服液作为临床治疗慢性鼻一鼻窦炎的有效中成

舒口服液对慢性鼻一鼻窦炎模型鼻窦黏膜上皮糖皮

药，其临床研究较多，但其治疗机制尚未明了。糖

质激素受体功能的影响，以探讨其治疗机制。

皮质激素受体（ｇｌｕｃｏｃｏｎｉｃ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介导了体

１材料

内重要的抑炎激素——糖皮质激素（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

１．１

ｃｏｉｄ）的生物学效应…。其在鼻渊舒口服液治疗慢

质量１．５～３．０ ｋｇ，雌雄各半。于四川实验动物专

性鼻．鼻窦炎中的作用未见报道，本实验采用受体

业委员会繁育场购买，合格证号：ｓｃｘＬ（川）．

实验动物

健康新西兰大耳白兔１００只，体

３１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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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Ｖ０１．３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８—１４，成都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饲养。

２．４．１

１．２主要药品、试剂与仪器

及治疗前后的活动、毛色、进食进水量，及鼻塞、

金葡菌菌液（四川

一般情况及症状、体征

Ｎｏ．１

观察各组兔造模

流涕、喷嚏等症状。

省中医院细菌室制备），克拉霉素片（南京瑞尔制
药公司，批号为０９０３０１），鼻渊舒口服液（成都华

２．４．２鼻窦黏膜组织病理改变

神公司制药厂，国药准字：ｚ５１０２０２０８，１０

镜观察上颌窦黏膜上皮排列，炎细胞浸润程度，腺

ｍＬ／支，批号：０９０４２５），３Ｈ．地塞米松（３Ｈ—Ｄｅｘ，

体和杯状细胞分布、数量等。

放射比活性３４ Ｃｉ／ｍｍｏＬ，Ａｍｅｒｓｈａｍ公司），地塞

２．４．３鼻窦黏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体的放射性配

米松（Ｓｉｇｍａ公司），ＧＦ／ｃ型玻璃纤维滤膜

基结合分析兔鼻黏膜组织剪碎，加入适量体积的

（ｗｈａｔｍａｎ公司），二甲苯（重庆化学试剂总厂），

匀浆液，５

三羟甲基氨基甲烷（Ｔｒｉｓ，北京化工厂），氯霉素

收集上清，３０ ０００×ｇ离心２０ ｍｉｎ，收集上清，

乙酰转移酶（ＣＡＴ）检测试剂盒（ＧＢＤ公司），

一７０℃贮存，Ｌ０ｗｒｙ法测定胞浆蛋白浓度。受体结

ｐＭＴＶ．ＣＡＴ质粒（成都医学院惠赠），ＭＥＭ／Ｆ１２培

合实验采用标记配基多点饱和法，整个实验过程在

养基（Ｈｙｃｌｏｎｅ公司），标准胎牛血清（兰州民海

冰浴中进行。用０．０５

０００

ＨＥ染色后，光

ｒ／ｍｉｎ匀浆，８００×ｇ离心１５

ｍｏＬ／Ｌ

ｍｉｎ，

Ｔｒｉｓ—ＨＣｌ缓冲液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ＫｅｙＧｅｎＴｍｎｓⅢ质粒转染试

（ｐＨ７．４）分别配置６．２５、１２．５、２５、５０、１００、

剂（南京凯基生物发展有限公司）。ｚＴ一Ⅱ型多头

２００

细胞收集器（绍兴卫星机械有限公司），ＬＳ

６５００

ｎｍｏＬ／Ｌ的３Ｈ—Ｄｅｘ，于对应实验管中各加入

５０斗Ｌ，形成终浓度分别为１．５６２

５、３．１２５、６．２５、

ｎｍｏＬ／Ｌ的３Ｈ．Ｄｅｘ，非特异结合管另

型液体闪烁计数仪（计数效率２６％，Ｂｅｃｋｍａｎ公

１２．５、２５、５０

司），酶标仪（Ｔｈｅ舶。公司）等。

加入１００斗ｍｏＬ／Ｌ地塞米松５０斗Ｌ（终浓度

２方法

２５斗ｍｏＬ／Ｌ），胞浆蛋白８０斗ｇ，加入０．０５

２．１

Ｔｄｓ．ＨＣｌ缓冲液补足反应体积２００斗Ｌ，混匀，２４

分组方法适应性喂养１周后，依照ＳＡＳ８．０

ｍｏＬ／Ｌ

ｈ。用多头细胞收集器收集受体一配基复合

软件生成的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正常、模型、假

℃１．５

手术、克拉霉素、鼻渊舒组，每组各２０只。

物至玻璃纤维滤膜，蒸馏水洗涤３次。滤膜３７℃

２．２建立慢性鼻．鼻窦炎模型

烘干后置闪烁瓶内，加入０．５％ＰＰ０二甲苯闪烁液

２．２．１

５

制备菌种取慢性鼻窦炎患者上颌窦冲洗

ｍＬ，避光２ ｈ后在ＬＳ ６５００型液体闪烁计数仪进

液，细菌鉴定仪分离筛选出金黄色葡萄球菌，血平

行放射计数，检测各管的放射性。以公式：［ＲＬ］

板接种，３７℃培养２４ ｈ，收集菌落，稀释成１麦

（受体配体复合物浓度）＝标本的特异性结合

氏单位的菌液。

（ｓｐｅｃｍｃ ｂｉｎｄｉｎｇ，ｓＢ）放射性／（计数效率×配基

２．２．２造模方法

使用窦口不完全阻塞结合窦腔

放射比活性×标本蛋白量），求得［ＲＬ］；然后根

留置棉絮法，建立慢性鼻一鼻窦炎模型怛Ｊ。将兔用

据以［ＲＬ］为变量的饱和曲线方程：

氯氨酮５０ ｍｇ／ｋｇ肌注麻醉，鼻背正中的毛剪短、

［ＲＬ］

刮光，消毒、铺巾，１％利多卡因浸润麻醉，选取

［ＬＴ］＝ｏ，将以上各３Ｈ—Ｄｅｘ浓度点的［ＬＴ］（总配

一侧上颌窦前壁，逐层分离皮下组织及骨膜，钻一
直径１．５ ｍｍ的孑Ｌ。通过该孔将少量棉絮放置在窦

体浓度）和测得的［ＲＬ］代人该方程，用计算机
拟合求出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解离常数（ＫＤ，

口及窦腔，窦口不完全堵塞，将骨膜、皮肤逐层缝

ｎｍｏＬ／Ｌ）和受体结合容量（ＲＴ，ｆｍｏＬ／ｍｇ蛋白

合。术后第２天，取１ ｍＬ细菌悬浊液，通过小孔

质）。该计算过程由专用放射性配体与受体结合分

注入模型、鼻渊舒及克拉霉素组窦腔，饲养４２

析软件自动进行。

ｄ，

×

｛［ＲＴ］

＋［Ｌ，ｒ］

＋ＫＤ］｝

［ＲＬ］２一
＋［ＲＴ］

×

建立慢性鼻一鼻窦炎模型。假手术组手术方法同上，

２．４．４糖皮质激素受体转录激活能力测定

不注射细菌及处理窦口。正常组不做处理，各组均

２．４．４．１

精饲料喂养、自由饮食饮水。

取出的鼻窦黏膜上皮用氟康唑、庆大霉素无菌生理

２．３治疗方法造模后第４３天开始，鼻渊舒组给

盐水冲洗５～６遍，将黏膜片剪为１

予鼻渊舒口服液１．５ ｍＬ／（ｋ·ｄ）灌胃，克拉霉素

小黏膜块，ｏ．１％胶原酶３７℃消化３０ ｍｉｎ，振荡使

组给予克拉霉素２５ ｍ∥（ｋｇ·ｄ）灌胃，共１４

上皮细胞脱落。然后将细胞悬液移至另一个离心

ｄ口ｏ；

鼻窦黏膜上皮细胞培养

超净台冰盘上

ｍｍ×１

正常、模型、假手术组不给药。

管，加入等量０．２５％胰蛋白酶，吹打５

２．４检测指标及方法

ｒ／ｍｉｎ

３２

万方数据

ｍｍ大

ｍｉｎ，１ ０００

４℃离心５ ｍｉｎ后弃上清，加入适量胎牛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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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０１．３６

Ｎｏ．１

培养基制成细胞悬液，锥虫蓝染色证实９５％以上

程度不如模型及克拉霉素组明显；克拉霉素组鼻窦

为活细胞，调整细胞数为３×１０ ７／Ｌ，接种于６孔

黏膜上皮损伤较严重，纤毛脱失，炎细胞浸润较假

培养皿中，３７℃、５％Ｃ０：，９５％０２培养２４ ｈ后

手术、鼻渊舒组明显（见图１）。

更换无血清生长因子ＤＭＥＭ／Ｆ１２ ｌ：ｌ培养基，每
３日换液，使细胞达到６０％～８０％融合率。
２．４．４．２质粒转染及ＣＡＴ活性测定转染前１日
用完全培养基在２４孔细胞培养板上，每孔接种
９００肛Ｌ细胞培养液及２×１０５个细胞，转染前细胞
密度达到７０％～９０％。将１斗ｇ ｐＭＴＶ—ＣＡＴ质粒与
１００斗Ｌ无血清、无抗生素的培养基在１．５ ｍＬ无菌
ＥＰ管中混匀后，再加入２¨Ｌ ＫｅｙＧｅｎＴｒａｎｓⅢ质粒

转染试剂混匀，室温放置１０～１５ ｍｉｎ，获得１００
斗Ｌ转染复合物。将前述的１００斗Ｌ转染复合物直接
滴加到含９００¨Ｌ完全培养基的细胞上清中，轻轻
摇动细胞培养板使转染复合物均匀分散。３７℃、

模型组（４０ｘ１０）

冀黧

鼻渊舒组（４０×１０）

５％ＣＯ：条件下孵育转染细胞４８ ｈ后，分别向转染
质粒的培养瓶中加入相应１００ ｎｍｏｌ／Ｌ地塞米松，
继续培养１２ ｈ后，收集细胞，ＥＬＩＳＡ法检测ＣＡＴ
活性。
２．５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处理，

鹋二鳓蘩
ｏ·：：呔０．一‘再７。．ｉ０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单因素方差分析进
行组问比较，双侧ｄ＝０．０５作为检验水准，Ｐ＜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３结果
３．１

一般情况及症状、体征变化造模前，各组

兔进食正常，活动敏捷，皮毛光泽，鼻、唇部清

３．３鼻窦黏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容量及解

洁，大便正常，无兔死亡。造模后，正常和假手术

离常数比较各组鼻窦黏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体结

组兔无死亡，模型组４只、鼻渊舒组２只兔因肺部

合容量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ｏ．０５）；模型组鼻

感染死亡；克拉霉素组分别因灌胃不当及肺部感染

窦黏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体解离常数较正常组显著

致２只兔死亡；除正常、假手术组，其余各组兔普

增高（Ｐ＜０．０１），假手术、克拉霉素、鼻渊舒组

遍活动迟缓，鼻塞、脓涕明显，时发喷嚏（约每

糖皮质激素受体解离常数显著低于模型组（Ｐ＜

分钟３～４个）。治疗后，鼻渊舒、克拉霉素组兔

０．０１），与正常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行为活跃，鼻塞、脓涕、喷嚏消失；至处死前，模

见表ｌ。

型组活动较为迟缓，鼻塞、脓涕、喷嚏等症状未见

３．４各组鼻窦黏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体转录激活

改善；正常及假手术组，未见鼻塞、脓涕、喷嚏等

能力比较模型组、克拉霉素组鼻窦黏膜上皮转染

症状。

质粒ｐＭＴＶ—ＣＡＴ后，氯霉素乙酰转移酶（ＣＡＴ）
正常及假手术组鼻窦黏

表达较正常及假手术组显著下降（Ｐ＜０．０１），提

膜上皮结构完整，细胞排列整齐；散在分布少量杯

示模型组和克拉霉素组鼻窦黏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

状细胞，黏膜下层无炎细胞浸润，腺体数量少；模

体转录激活能力较正常组及假手术组显著降低；鼻

型组鼻窦黏膜呈慢性炎症改变，上皮增生，纤毛脱

渊舒组转染ｐＭＴＶ．ＣＡＴ后，ｃＡＴ表达显著高于模

失，部分区域鳞状上皮化生，杯状细胞增生；黏膜

型组（Ｐ＜０．０１），与正常及假手术组比较无显著

下腺体增生，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浆细胞明显浸

差异（Ｐ＞ｏ．０５），提示鼻渊舒组糖皮质激素受体

润，提示慢性鼻．鼻窦炎模型建立成功；鼻渊舒组

转录激活能力较模型组显著增高，且与正常及假手

鼻窦黏膜上皮及其纤毛排列较为整齐，炎细胞浸润

术组比较无显著变化；鼻渊舒组ｃＡＴ表达与克拉

３．２鼻窦黏膜病理改变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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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中成药

２０１４年１月

Ｖ０１．３６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ｏ．１

各组糖皮质激素受体结合容量及解离常数比较

受体既是激素核受体，又是重要的核转录因子，调

（ｉ±ｓ）

控了多种基因表达‘７ Ｊ。失活状态的糖皮质激素受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０ｆ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ｓ仳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璐ｔａＩｌｔ

ｏｆ

ｇｌｕｃ眦ｏｎｉｃ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

ｍ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ｉ±ｓ）

体其配体结合区（１ｉｇａｎ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ｄｏｍａｉｎ，ＬＢＤ）结

合有热休克蛋白，当糖皮质激素与糖皮质激素受体
的ＬＢＤ结合后，热休克蛋白解离，糖皮质激素受

动警７

专兰竺冀弓／

。竺孽－

正常组

２０

３０８．７０土２６．２５

５．２９±０．９４

质激素调控元件及负糖皮质激素应答元件（Ｎｅｇａ—

模型组

１６

３２８．６８±５１．６６

８．９２士２．３３“

ｔｉｖｅ 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

假手术组

２０

３３２．６５±３４．７ｌ

６．０７士Ｏ．８４▲▲

克拉霉素组

从而调控基因的转录。大量研究证实，糖皮质激

１８

３０９．４５±４２．８２

５．５８±１．２２▲‘

鼻渊舒组

１８

３２１．１３±３７．８９

５．９２±１．６８▲‘

组别

注：与正常组比较，“Ｐ＜Ｏ．叭；与模型组比较，‘▲Ｐ＜Ｏ．０１

霉素组比较无显著差异（Ｐ＞ｏ．０５），提示鼻渊舒
与克拉霉素组皮糖皮质激素受体转录激活能力无显
著变化。见表２。
表２各组糖皮质激素受体转录激活能力比较（ｉ±ｓ）
Ｔａｂ．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ｍ璐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Ｉ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Ｉ瞰眦ｏｒｔｉｃ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舢ｏｎｇ ｄｉ觑ｒｅｎｔ ｇｒｏ叩ｓ

（ｉ±ｓ）

体活化并移位到核内旧Ｊ，与靶基因ＤＮＡ上的糖皮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ｎＧＲＥ） 结合，

素一糖皮质激素受体可抑制ＩＬ．１、ＴＮＦ－０【等多种炎
性细胞因子的生成和释放，发挥显著的抗炎作
用一。１ ０。。Ｎｏｎｏｙａｍａ等【ｌ叫研究发现ＩＬ一１能诱导黏附
分子在内皮细胞表达，促进慢性鼻一鼻窦炎炎症组

织中的多形核中性粒细胞浸润，引起鼻窦黏膜功能
和形态的变化。李延忠等¨引报告，ＴＮＦ．ｄ可促进

白细胞向炎症区域浸润，在鼻窦慢性炎症和息肉性
病变中其可激活嗜酸性细胞并提高其生存能力。因
此，糖皮质激素受体与慢性鼻．鼻窦炎的发生发展
及鼻窦黏膜的炎性病理改变密切相关。

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在受体研究方法领域出现
了点突变，单克隆抗体、荧光和酶等方法，但这些
方法都不能检测受体亲和力。至今，研究受体亲和

力和受体数量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受体的放射性配
注：与正常组比较，“Ｐ＜Ｏ．叭；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Ｐ＜Ｏ．ｏｌ；与假手术组比较，＋。Ｐ＜０．０ｌ

４讨论

基结合分析（Ｒａｄｉｏｌｉｇａｎ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ｓｓａｙ ｏｆ 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ｓ，ＲＢＡ），其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优
点‘１ ３。。因此，本实验利用３Ｈ—Ｄｅｘ作为放射配基进

慢性鼻．鼻窦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ｒｈｉｎｏｓｉｎｕｓｉｔｉｓ）是一种

行多点结合饱和实验，观察了各组鼻窦黏膜上皮糖

常见慢性炎症性疾病，反复发作，迁延不愈，严重

皮质激素受体的受体结合容量及解离常数的变化。

影响健康。许多证据显示慢性鼻一鼻窦炎的发生、

受体结合容量反映了能够与配体结合的受体数量，

发展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存在

解离常数反映了受体与其配体的亲和力即结合能

由免疫活性细胞及其释放的多种细胞因子相互作用

力，解离常数值与亲和力呈负相关，解离常数值越

导致持续性炎症性反应的复杂关系Ｍ引。

低，受体与配体的亲和力越高，结合能力越强。本

鼻渊舒口服液为临床应用多年的常用鼻科中成

研究结果显示：模型组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解离常数

药，主要由辛夷、苍耳子、栀子、黄芪、白芷、黄

值较正常组显著升高（尸＜０．０１），鼻渊舒及克拉

芩、柴胡、薄荷、细辛、川木通、川芎等组成。其

霉素组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解离常数值显著低于模型

味甘、微苦，具有清热益气通窍的功效。方中黄

组（Ｐ＜Ｏ．０１），与正常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Ｐ＞

芩、栀子清热燥湿泻火。黄芪补中益气固表。辛

０．０５）。提示慢性鼻一鼻窦炎时，鼻窦黏膜上皮糖皮

夷、苍耳子、白芷、柴胡、细辛、薄荷等辛散风

质激素受体与糖皮质激素的亲和力下降，鼻渊舒可

邪，开通鼻窍。川木通、川芎祛风利湿。目前该药

提高鼻窦粘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体与糖皮质激素的

被临床广泛用于慢性鼻．鼻窦炎的治疗，多中心随

亲和力，加强鼻窦黏膜上皮的抗炎作用。

机对照试验证实其对慢性鼻一鼻窦炎具有良好的治
疗效果。６１。

此外，糖皮质激素的抗炎等作用除与糖皮质激
素受体的数量及亲和力有关外，还与糖皮质激素受

糖皮质激素具有抗炎、免疫抑制等作用，其生

体在细胞核内的转录激活能力有关¨４。。质粒

物学效应依赖于糖皮质激素受体…。糖皮质激素

ｐＭＴＶ．ｃＡＴ是糖皮质激素受体、雄激素受体等的报

万方数据

２０１４年１月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中成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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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ｄｅ６ｎｉｔｉｏｎｓ

告载体，其启动子含有多种激素效应元件，氯霉素
［６］

ｃａｒｅ

梁传余，温蓓，郑艳，等．鼻渊舒口服液改善慢性鼻

Ｋｕｍａｒ Ｒ，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Ｅ Ｂ．Ｇｅ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Ｊ］．，＆ｅｒｏ村Ｂ西ｃｋｍ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ｔｍｃｔ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ｊｏｎ

胁ｆ口洲，２００５，９４（５）：３８３—３９４．
［８］

Ｐｒａｌｌ

Ｄ，Ｍｏｒｉｓｈｉ眦Ｙ，肼ｎＺ．Ｒｏｌｅ

Ｗ Ｂ，Ｇａｌｉｇｎｉａｎａ Ｍ

ｌｅｃｕｌａｒ ｃｈａｐｅｍｎｅｓ ｉｎ

时存在糖皮质激素受体的转录激活能力下降。鼻渊
舒组糖皮质激素受体转录激活能力较模型组显著增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Ｊ］．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０４，４（６）：３７７—３８１．
［７］

模型组鼻窦黏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体转录激活能力
较正常及假手术组显著降低，提示慢性鼻一鼻窦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窦炎／鼻息肉鼻内窥镜手术预后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

素受体，细胞中就会有ｃＡＴ生成。因此，通过检
测ｃＡＴ的活性变化就能准确地了解糖皮质激素受
体的转录激活能力¨５Ｉ。本研究发现慢性鼻．鼻窦炎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ｏ．１

［Ｊ］．０幻￡口，）叩ｆ．日ｅⅡｄ＾ｋ出ｓ“，ｇ，２００４，１３１（ｓ“ｐｐｌ）：６．

乙酰转移酶（ＣＡＴ）为其报告基因，当细胞转染了
此质粒后，只要体系中存在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

Ｖ０１．３６

ｓｔｅｒ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ｏｆｍｏ—

ａｃｔｉｏｎ［Ｊ］．Ｅｈｎ弘日如一

ｃ＾ｅｍ，２００４，４０（３）：４ｌ－５８．

［９］

Ｃａｌｄｅｎｈｏｖｅｎ Ｅ，

Ｌｉｄｅｎ Ｊ，

Ｗｉｓｓｉｎｌ Ｓ．

ｅｆ以

ｃｍｓｓ－

Ｎａｇａｔｉｖｅ

高，提示鼻渊舒治疗慢性鼻－鼻窦炎亦与其增强糖

ｔａＩ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ｌＡ ａｎｄ ｔｈｅ

皮质激素受体的转录激活能力有关。

ｍｅｃｈ肌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ｉⅢ１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ｓ

总之，本研究发现慢性鼻一鼻窦炎时存在鼻窦

［Ｊ］．胁ｚ
［１０］

黏膜上皮糖皮质激素受体的受体亲和力及转录激活

ｄ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８ ｐｏｓｓｓｉｂｌｅ

Ｅ蒯缸一加ｆ，１９９５，９（４）：４０１４１２．

Ｄｅ－Ｂｏｓｓｃｈｅｒ Ｋ，Ｖａｎｄｅｎ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Ｂｅｒｇｈｅ ｗ，

ｏｆ ａｎｔｉ—ｉｎｎ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ｄｕ—

能力下降，鼻渊舒可通过改善鼻窦黏膜上皮糖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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