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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霉素和支扩养阴颗粒联合给药对大鼠支气管扩张模型的影响及机制
张邦禹1,2

赵兰3 徐瑛1,4,*

(1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上海 200433；2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药剂科，上海 200433；
3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呼吸科，上海 200433；4 上海市药品审评核查中心，上海 201210)
摘要：目的 本实验研究了阿奇霉素和支扩养阴颗粒联合给药大鼠对支气管扩张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机制。方法 SD
雄性大鼠60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组、阿奇霉素1d组、阿奇霉素3d组、阿奇霉素1d+支扩养阴颗粒3.6g/kg组、阿奇霉
素+支扩养阴颗粒7.2g/kg组、阿奇霉素1d+支扩养阴颗粒14.4g/kg组及支扩养阴颗粒7.2g/kg组。采用向气管灌注铜绿假单胞菌液
造成大鼠支气管扩张模型；检测大鼠气道酚红排泌量和肺组织病理切片Masson染色来观察阿奇霉素和支扩养阴颗粒联合给药大
鼠对支气管扩张的影响；检测肺组织TNF-α免疫组化染色和肺组织匀浆炎症因子TNF-α、IL-1β含量来探讨其机制。 结果

阿奇

霉素和支扩养阴颗粒联合给药能够降低支气管扩张大鼠气道酚红排泌量。阿奇霉素和支扩养阴颗粒联合给药能够降低支气管扩
张大鼠肺组织炎症因子TNF-α、IL-1β含量，同时能够降低支气管扩张大鼠肺组织胶原纤维面积。结论

阿奇霉素和支扩养阴颗

粒联合应用治疗支气管扩张症优于阿奇霉素单药治疗，其机制与降低肺组织炎症因子TNF-α、IL-1β含量有关。
关键词：阿奇霉素；支扩养阴颗粒；支气管扩张；炎症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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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lioration of co-administration of azithromycin and Zhikuoyangyinkeli
on bronchiectasis rats
Zhang Bang-yu1,2, Zhao Lan3 and Xu Ying1,4
(1 The Institution for Drug Clinical Trials, Shanghai Pulmonary Hospital Affiliated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2 Department of
Pharmacy, Shanghai Pulmonary Hospital Affiliated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3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Shanghai
Pulmonary Hospital Affiliated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4 Shanghai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Inspection, Shanghai 201210)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melioration of co-administration of azithromycin and Zhikuoyangyinkeli
on bronchiectasis rats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Sixty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normal
group, a model group, an azithromycin one-day group, azithromycin 3-day group, an azithromycin one-day with
Zhikuoyangyinkeli (3.6g/kg) group, an azithromycin one-day with Zhikuoyangyinkeli (7.2g/kg) group, an azithromycin
one-day with Zhikuoyangyinkeli (14.4g/kg) group, and a Zhikuoyangyinkeli (7.2g/kg) group. The bronchiectasis rat
model was induced by intratracheal instillation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The amelioration of co-administration of
azithromycin and Zhikuoyangyinkeli on bronchiectasis rats was evaluated by airway excretion of phenolsulfonphthalein
and masson staining of pulmonary pathological section. Its possible mechanism was evaluated by the detection of
lung tissue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of TNF-α and the content of inflammatory factor TNF-α and IL-1β in
lung tissue homogenate. Results Airway excretion of phenolsulfonphthalein and lung collagen fiber area were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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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d by the co-administration of azithromycin and Zhikuoyangyinkeli in bronchiectasis rats. Further, co-administration of
azithromycin and Zhikuoyangyinkeli also reduced the amounts of TNF-α and IL-1β in lung tissue of bronchiectasis rats.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combined therapy with azithromycin and Zhikuoyangyinkeli on bronchiectasis is
superior to the azithromycin monotherapy. Its mechanism is related to the reduct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 TNF-αand
IL-1β of lung tissue.
Key words Azithromycin; Zhikuoyangyinkeli; Bronchiectasis; Inflammatory factor
支气管扩张症是由于反复发生的气道感染引发

以清泄肺热、止咳化痰为主，桑白皮清泄肺热；紫

支气管及周围组织慢性炎症以致产生支气管壁、肌

菀、百部肃肺止咳，紫菀性温而润，百部性寒味苦

肉和弹性组织的破坏，造成支气管和毛细支气管管

而润，二药合用是止咳良药；白及配侧柏叶凉血止

腔的异常扩张。发病基础多为支气管阻塞及支气管

血；山海螺配百部养阴润肺，祛痰排脓[5]。在临床应

感染相互促进，并形成恶性循环[1]。不论是在支气管

用中取得良好疗效，但是对中西医结合治疗支扩模

扩张(支扩)患者的痰液还是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

型上文献尚不多，本研究利用院内处方支扩养阴颗

存在大量中性粒细胞，稳定期的患者气道中中性粒细

粒和阿奇霉素联合给药治疗支扩大鼠模型，初步揭

胞数量即会增加，而细菌感染或支扩急加重时中性粒

示支扩养阴颗粒的疗效，为今后抗生素联合中药治

细胞会增加得更多。中性粒细胞被募集到炎症部位主

疗支扩患者提供依据。

要是受白介素8(IL-8)、白三烯B4、IL-1β、肿瘤坏死因

1

子α(TNF-α)等促炎因子的驱动，其被募集到炎症部位

1.1

材料
实验动物

后被这些促炎因子活化，使其吞噬及脱颗粒作用显著

雄性SD大鼠60只，体重180~220g，购自上

增强。支扩患者中性粒细胞的趋化过程基本正常，但

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公司，动物合格证号：

痰中明显增高的促炎因子水平提示可能会加强这一过

SCXK(沪)2012-0002。SPF级环境中饲养，12h光照

程，从而加重炎症反应[2]。

循环，食物与水自由摄取。

支扩治疗目的是确定并治疗潜在病因以阻止疾

1.2

病进展，维持或改善肺功能，减少急性加重，改善患
者的生活质量。治疗方法主要包括物理治疗、康复训

细菌
由上海市肺科医院检验科提供临床分离株。

1.3

药物

练、全身使用抗生素等。近年来，临床研究为非囊性

支扩养阴颗粒由桑白皮125g、侧柏叶125g、麦

支气管扩张症治疗提供了新的依据，如吸入抗生素、

冬125g、百部125g、百合125g、紫菀125g、白及

预防性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使用中性粒细胞弹性蛋

125g、羊乳根208g、小蓟草125g、半夏125g和桔梗

白酶抑制剂抗炎药物等。特别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

83g等11味药材加工配制，加水煎煮两次，每次加水

应用，其具有广谱抗菌作用外，还有抗炎和免疫调节

7~8倍量，煎煮2h，煎液分别滤过，合并，滤液减

[3]

功能 。临床报道，大环内酯类药物可以有效控制急

压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8~1.20(65~70℃)，放冷，加

性加重，对于慢性期患者无论有无病原菌感染，长期

入2.5倍量的90%乙醇，搅匀，静置45~50h，取上清

使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可减少其加重次数，甚至认为

液，过五号筛，回收乙醇并减压浓缩成相对密度约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免疫调节作用似乎比抗感染作用

为1.34~1.36(80~85℃)的清膏，加蔗糖和糊精适量，

更为重要。但是长期使用抗生素可能会引起耐药，而

制粒，干燥，制成1000g干颗粒。

且长期大量使用所出现的心血管毒性和耳毒性也是临
床上非常关注的问题[4]。临床资料证明，长期应用大
[3]

环内酯类抗生素的风险应该和获益相平衡 。

阿奇霉素，购自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试剂
TNF-α抗体，购自谷歌生物；HRP-山羊抗兔

中医药在治疗支扩患者中应用颇为广泛，综合

/鼠抗体，购自DAKO公司；DAB显色剂，购自

所述，有清热解毒、宣肺化痰、清肝泻火、凉血止

DAKO公司；TNF-α、IL-1β ELISA试剂盒，购自

血、滋阴降火、升宣肺气等法则。支扩养阴颗粒

Multisciences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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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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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实验
酚红排泌量/(μg/mL)

2

除空白组外，其余大鼠以2%戊巴比妥腹腔麻醉
大鼠，分离气管进行气管插管，将气管插管缓慢伸
至胸骨角下约3cm处，以微量进样器从气管插管快速
注入0.02mL铜绿假单胞菌液和1mL气体。迅速拔出
插管并竖起固定板，保持垂直体位，待大鼠呼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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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后缝合气管及周围组织。以青霉素腹腔注射3d预防
伤口感染。按标准进行检验，符合支扩病理特征，

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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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模型组、阿奇霉素(50mg/kg)1d组(1d)、阿奇霉素
(50mg/kg)3d组(3d)、阿奇霉素(50mg/kg)1d+支扩养阴
颗粒3.6g/kg组(L+1d)、阿奇霉素(50mg/kg)1d+支扩杨

l

tro

认为造模成功。造模一周后，将造模大鼠随机分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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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x±s, n=6)；“***”：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0.001；“###”：
与模型组相比，P<0.001；“ &&&”：与阿奇霉素1d组相比，P<0.001

银颗粒7.2g/kg组(M+1d)、阿奇霉素(50mg/kg)1d+支扩
Fig. 1

养阴颗粒14.4g/kg组(H+1d)、支扩养阴颗粒7.2g/kg组

图1 气道酚红排泌量测定
Phenolsulfonphthalein secretion of rats airway

(M)。灌胃给药，支扩养阴颗粒连续给药14d。

达水平的影响。另用染色后切片使用Leica Q Win医

2.2

气道酚红排泌量测定

学图像分析软件，测量灰度值。选择3个视野，计算

大鼠腹腔注射酚红溶液(20mg/200g)，0.5h后处

每张切片的平均灰度。

死大鼠，取自甲状软骨至气管分叉处的一段约2cm气

2.5

大鼠肺组织匀浆炎症因子(TNF-α、IL-1β)测定

管，放入盛有2mL生理盐水的试管中，再加入1mol/L

从肺门沿叶支气管剪下肺底叶半叶，分别加入少

氢氧化钠0.1mL，用分光光度仪(波长546nm)测A值。

量石英沙，磨成组织匀浆，取5mL匀浆离心，留上清

根据酚红标准曲线计算酚红含量。

液1mL双抗体ELISA夹心法检测TNF-α、IL-1β含量。

2.3 大鼠肺病理切片组织学特征分析

3

取大鼠肺底叶半叶，剥离气管、支气管、肺做

3.1

实验结果
气道酚红排泌量

病理检查。沿叶支气管剪开底叶，用静脉输液皮管

如图1所示，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气道酚

插入叶支气管充气膨胀后，放入10%甲醛溶液中固

红排泌量明显增加，给予抗生素阿奇霉素后，能够

定72h，再经脱水、浸醋、包埋等处理，从底叶的

显著减少造模大鼠气道酚红排泌量；此外，支扩养

不同部位(肺门、肺实质、脏层胸膜)切取5μm三层薄

阴颗粒与阿奇霉素联合给药亦能够显著减少造模大

片。经HE，Masson染色，显微镜下观察不同干预方

鼠气道酚红排泌量，效果优于阿奇霉素单独给药；

法对气道组织学特征影响。

支扩养阴颗粒中剂量单独给药组也能够减少造模大

2.4

大鼠肺病理切片TNF-α免疫组化染色

鼠气道酚红排泌量，但效果不如联合应用给药。

取大鼠肺底叶另半叶，剥离气管、支气管、肺

3.2

大鼠肺组织匀浆炎症因子TNF-α、IL-1β含量

做病理检查。沿叶支气管剪开底叶，用静脉输液皮

从图2A和B可以看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

管插入叶支气管充气膨胀后，放入10%甲醛溶液中

组大鼠肺组织TNF-α、IL-1β含量均显著升高，阿奇

固定72h，再经脱水、浸醋、包埋等处理，从底叶的

霉素给药3d可抑制升高的TNF-α、IL-1β含量；与阿奇

不同部位(肺门、肺实质、脏层胸膜)切取5μm三层薄

霉素联合给药，支扩养阴颗粒中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均

片。经TNFa抗体和二抗HRP-labeled Goat Anti-Mouse

能明显降低升高的TNF-α、IL-1β含量，且与阿奇霉

IgG孵育，用DAB显色液显色，用苏木素染液复染细

素给药1d组相比也显著降低，有统计学差异；此外，

胞核后，显微镜下观察不同干预方法对气道TNF-α表

支扩养阴颗粒中剂量单独给药也能够明显降低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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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x±s, n=6)；“***”：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0.001；“#”：
与模型组相比，P<0.05，“ ##”：与模型组相比，P<0.01；“ &”：
与阿奇霉素1d组相比，P<0.05；“ && ”：与阿奇霉素1d组相比，
P<0.01；“&&&”：与阿奇霉素1d组相比，P<0.001

图2 大鼠肺组织匀浆炎症因子TNF-α、IL-1β含量
Fig. 2 Level of inﬂammatory factors TNF-α and IL-1β in
lung homogenates

A：空白；B：模型；C：阿奇霉素1d；D：阿奇霉素3d；E：阿奇
霉素1d+支扩养阴颗粒L；F：阿奇霉素1d+支扩养阴颗粒M；G：阿奇
霉素1d+支扩养阴颗粒H；H：支扩养阴颗粒M

图3 大鼠肺病理切片TNF-α免疫组化染色(×200)
Fig. 3 TNF-α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of rats lung
pathological section (×200)

造模大鼠肺组织TNF-α的分布与表达，但效果明显不
如联合应用给药。
如表1所示，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肺组织
TNF-α分布与表达明显增加，给予抗生素阿奇霉素1d和

TNF-α、IL-1β含量，但效果不如联合给药。

3d后，能够减少造模肺组织TNF-α的分布与表达；此

3.3

大鼠肺病理切片TNF-α免疫组化染色

外，支扩养阴颗粒与阿奇霉素联合给药亦能够显著减

如图3所示，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肺组织

少造模肺组织TNF-α的分布与表达，中、高剂量联用

TNF-α分布与表达明显增加，给予抗生素阿奇霉素3d

组TNF-α灰度值有显著性差异；支扩养阴颗粒中剂量

后，能够显著减少造模肺组织TNF-α的分布与表达；

单独给药组也能够减少造模大鼠肺组织TNF-α的分布

此外，支扩养阴颗粒与阿奇霉素联合给药亦能够显

与表达，但效果明显不如联合应用给药。

著减少造模肺组织TNF-α的分布与表达，且可见剂量

3.4

大鼠肺病理切片Masson染色

依赖性，甚至中、高剂量组TNF-α染色情况接近于正

如图4所示，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肺组织

常组；支扩养阴颗粒中剂量单独给药组也能够减少

支气管官腔扩张明显，管壁慢性炎细胞浸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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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大鼠肺病理切片TNF-α平均灰度值
Tab. 1 TNF-α mean gray values of rats lung pathological section

少造模肺组织胶原纤维面积，且可见剂量依赖性，
中、高剂量组胶原纤维呈现情况接近于空白组，高

类别

TNF-α每张切片平均灰度值

空白(A)

213.6±18.9**

模型(B)

134.0±28.8

阴颗粒中剂量单独给药组也能够减少造模大鼠肺组

阿奇霉素1d(C)

149.7±43.2

织胶原纤维面积，但效果不如联合应用给药。

阿奇霉素3d(D)

154.9±45.5
145.9±34.1

4

阿奇霉素1d+支扩养阴颗粒L(E)
阿奇霉素1d+支扩养阴颗粒M(F)

187.4±16.3*

阿奇霉素1d+支扩养阴颗粒H(G)

184.4±22.1*

支扩养阴颗粒M(H)

162.4±13.5*

注：“**”：与模型组对比，P<0.01；*与模型组对比，P<<0.05)
A

B

剂量组炎性浸润明显缓解，接近于空白组；支扩养

讨论
气道酚红排泌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气道受刺

激后炎症的状况，临床上支扩患者痰量是衡量疾病
严重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炎症较重时，酚红排泌
较多。本实验结果显示模型组酚红排泌量远高于正
常对照组，证明在气管插管给予铜绿假单胞菌后，
确实引起气管炎症。给予阿奇霉素1d后，酚红排泌
量明显降低，与模型组相比有显著差异；给予支扩
养阴颗粒低、中、高3个剂量组均明显低于模型组，
也低于单独给予阿奇霉素组。说明阿奇霉素联合支扩
养阴颗粒后，炎症情况明显好转，甚至优于阿奇霉素

C

D

给药3d。但是仅用支扩养阴颗粒中剂量组，酚红排泌
量有所下降，但是无统计学差异，说明在细菌性炎症
的急性发作期内，适当的抗生素治疗是必须的。
炎症是支扩发病的重要机制，也是治疗支扩的重
要方面，文献报道支扩患者痰液及支气管滑液中TNFα

E

F

和IL-1β都显著升高，有人认为这种升高和支扩患者的
感染有关，甚至和他们的疾病严重程度相关[6-7]。本实
验结果显示，阿奇霉素应用1d后，TNF-α和IL-1β并
未显著下降，阿奇霉素和应用3d后，TNF-α和IL-1β
方才开始有较明显的下降。给予阿奇霉素1d，同时
给予支扩养阴颗粒，则TNF-α明显下降，而且有剂量

G

H

依赖性的下降趋势；IL-1β则在支扩养阴颗粒高剂量
组有显著的下降。然而仅仅给予支扩养阴颗粒(中剂
量)，无论是TNF-α，还是IL-1β都未有明显下降，说
明有效的抗菌药物和支扩养阴颗粒联合应用能获得

注：A：空白；B：模型；C：阿奇霉素1d；D：阿奇霉素3d；E：
阿奇霉素1d+支扩养阴颗粒L；F：阿奇霉素1d+支扩养阴颗粒M；G：
阿奇霉素1d+支扩养阴颗粒H；H：支扩养阴颗粒M

满意的效果。
上述结果在病理切片及其灰度值统计中也获得
了证实。用TNF-α进行免疫组化染色，显示正常组

图4 大鼠肺病理切片Masson染色(×200)
Masson staining of rats lung pathological section (×200)

织基本没有TNF-α染色的表现，而模型组则明显的显

胶原纤维面积明显增加，给予抗生素阿奇霉素后，

色染色逐渐变淡。阿奇霉素联合支扩养阴颗粒低、

能够显著缓解炎性细胞浸润，减少造模肺组织胶原

中、高剂量组棕黄色染色逐渐变浅，特别是阿奇霉

纤维面积；此外，支扩养阴颗粒与阿奇霉素联合给

素联合支扩养阴颗粒中、高剂量组棕黄色染色已经

药亦能够明显缓解管壁慢性炎性细胞浸润，显著减

很浅，高剂量组基本无棕黄色着色[8]。这一结果与肺

Fig. 4

示了棕黄色的染色结果，阿奇霉素1d组和3d组棕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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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nchiectasis and cystic fibrosis[J]. Breathe(Sheff), 2016,

组织匀浆结果基本上一致。
炎症波及到支气管壁及周围肺组织，影响到支
气管壁的稳定，进而形成支气管扩张是支扩最主要

12(3): 222-235.
[2]

要目的。Masson染色可以发现大鼠支扩模型肺组织

bronchiectasis[J]. Thorax, 2004, 59: 231-236.
[3]

胶原蛋白增加、正常组织破坏 。本实验结果显示，
奇霉素组明显减少，证明阿奇霉素确有抗支扩的效

and questions[J]. Res Med, 2014, 108(10): 1397-1408.
[4]

颗粒和阿奇霉素有协同抗支扩的效果。
阿奇霉素在本实验的支扩模型中是有效的，但
是综合痰液的分泌、炎症因子的反应及病理组织学

bronchiectasis[J]. J Thorac Dis, 2014, 6(7): 867-871.
[5]
[6]
[7]

Boyton P D. Regulation of immunity in bronchiectasis[J].
Med Mycol, 2009, 47(Suppl 1): 175-182.

[8]

Guran T, Ersu R, Karadag B,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inflammatory markers in induced sputum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ldren with non-cystic fibrosis

和缩短阿奇霉素的用药时间。

bronchiectasis[J]. Pediatr Pulmonol, 2007, 42(4): 362-369.
[9]

Redondo M, Keyt H, Dhar R, et al. Global impact of

Nair P. Update on clinical inﬂammometry for the management
of airway diseases[J]. Can Respir J, 2013, 20(2): 117-120.

验提示，在联合用药时，可以减少阿奇霉素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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