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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1茁，IL-8 在使用复方苦参洗剂治疗小鼠瘙痒症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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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复方苦参洗剂对细胞因子白介素 -1茁(IL-1茁)和白介素 -8(IL-8)引起皮肤瘙痒的
治疗作用，
初步探讨复方苦参洗剂治疗皮肤瘙痒的作用机理。方法：
采用磷酸组胺建立小鼠瘙痒模型，用即用
型 SABC 法免疫组化染色后对各皮损部位的切片进行 IL-1茁、IL-8 含量检测。结果：与空白组和基质组相比，
复方苦参洗剂高、中、低各剂量组 IL-1茁、IL-8 灰度值均降低，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炉甘石洗剂
组相比，复方苦参洗剂高、中剂量组 IL-1茁、
IL-8 灰度值降低，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复方苦参
洗剂可明显抑制瘙痒模型小鼠皮肤组织中 IL-1茁 和 IL-8 的含量，
其改变程度与用药剂量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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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function of compound kuh-seng lotion on cytokine (interleukin-1茁 and
interleukin-8) which induced pruritus and initially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compound kuh-seng lotion in treating
pruritus. Method: Pruritic mice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histamine phosphate. Contents of IL-1茁 and IL-8 in slices
were detected with SABC method. Result: Compared with blank group and stroma group, grey levels of IL-1茁 and
IL-8 lowered in high, middle and low dose groups of compound kuh-seng lotion, the differences suggested statistical
meaning (P＜ 0.05); compared with calamine lotion, grey levels of IL-1茁 and IL-8 decreased in high and middle
groups of compound kuh-seng lotion, the differences demonstrated statistical meaning (P ＜ 0.05). Conclusion:
Compound kuh-seng lotion can obviously inhibit the contents of IL-1茁 and IL-8 in skin tissue of pruritic mice, the
degre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ose.
interleukin-1茁; interleukin-8; pruritus; compound kuh-seng lotion

复方苦参洗剂是甘肃省中医院院内制剂，主
要用于治疗肛周瘙痒。其特点是药物直接作用于
病变部位，可最大限度地发挥药物的有效作用。尽
管复方苦参洗剂在临床上的疗效已经得到确认，
然而关于这种洗剂的作用机理尚不完全清楚，因
此加深对复方苦参洗剂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白
介素 -1茁(IL-1茁)是内皮细胞活化因子，是一种主
要起免疫调节作用的激素样肽类物质，即炎症前
期细胞因子［ 1 ］，主要由活化的单核 - 吞噬细胞产
生，而血清中或皮损局部产生的白介素 -8(IL-8)，
则在表皮内形成皮损处的炎症浸润等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 2 ］，本文将选择这两种细胞因子来鉴定
复方苦参洗剂的药理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药物和试剂 复方苦参洗剂：甘肃省中医院
药剂科制备。炉甘石洗剂：上海佳运黄浦制药有限
公司生产，批号：110227。磷酸组胺：
上海中泰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20101026。脱毛膏：
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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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化妆品厂生产，
批号：
20140426。生理盐水：
甘肃
扶正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
2011041903。
即用型 SABC 免疫组化试染色剂盒羊抗兔 IgG，武
汉 Boster 公司生产，产品编号：
SA1022。IL-1茁 抗
体(bs-0812R，
0.2 mL，北京博奥森公司生产)，IL-8
抗体(NYR-HILB，500 滋g，北京博奥森公司生产)
DAB 显色试剂盒(产品编号：
AR1022，武汉 Boster
公司生产)，
PBS 缓冲液(免疫组化 武汉博士得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
4%多聚甲醛，甘肃中医学
院实验室配制。
1.2 实验动物 SPF 级昆明种小鼠 60 只，雌雄各
半，体质量(22依5)g，由甘肃中医学院中心实验室
SPF 动物实验室提供。许可证号：6200025031。
1.3 实验方法
1.3.1 动物分组 将 60 只小鼠按完全随机法分
成 6 组：空白组、生理盐水组(基质组)、炉甘石洗
剂组、苦参洗剂高剂量组、苦参洗剂中剂量组、苦
参洗剂低剂量组，
每组雌雄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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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动物模型制备和给药方法 将分好组的
小鼠置于合适的环境(室温 23耀25℃，相对湿度
50%耀70%)中，于给药前 24 小时每只小鼠头颈后
部脱毛，
皮下注射磷酸组胺 100 滋L/rat，各组小鼠
均正常喂养。造模成功后，各组小鼠于给药前
24 小时开始分别按动物体表面积换算法计算剂量
擦涂的相应药物，
苦参洗剂高剂量组 0.936 g/mL，
中
剂量组 0.468 g/mL，
低剂量组 0.234 g/mL，
炉甘石洗
剂组 0.5 mL/cm2，2 次 /d，连续 15 天。生理盐水组
涂擦等量生理盐水，2 次 /d，连续 15 天［ 3 ］。
1.3.3 标本取材及实验方法 造模连续给药后
第 15 天取背部皮损组织，使用 4%多聚甲醛溶液
浸泡固定，常规脱水、透明、石蜡包埋，制作组织芯
片。SABC 法测定皮损中 IL-1茁、IL-8 水平。
1.4 皮肤组织中 IL-1茁、IL-8 水平测定 首先进
行免疫组化染色，本实验采用即用型免疫组化染
色(SABC)法染色。应用 BI-2000 免疫组化图像分
析系统分析，随机抽取生理盐水组、炉甘石洗剂
组、苦参洗剂高剂量组、中剂量组、低剂量组颈背
部皮损切片各 4 张，用 Image-Pro Plus6.0(Media
Cybernetics) 图像分析软件对各切片的 IL-1茁、
IL-8 含量进行检测分析，结果以平均灰度值表
示，其灰度值的大小与 IL-1茁、
IL-8 的阳性表达成
反比。
1.5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 16.0 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字依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
两两比较
采用 LSD-t 检验，
检验水准 琢=0.05。
2 结果
皮肤组织中 IL-1茁、
IL-8 水平测定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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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等多种临床常见疾病［ 4-5 ］。肛周瘙痒症是发
生于肛管及肛门周围皮肤以及会阴部原因不明
的、没有明显原发性损害的顽固性瘙痒［ 6-10 ］，引起
肛周瘙痒症的原因复杂，在肛肠科中常被作为
一种独立的疾病治疗。甘肃省中医院肛肠科结合
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研制成的复方苦参洗剂是一
种中药洗剂，其临床治疗肛周瘙痒症疗效确切，功
效十分显著，已得到广大患者认可，取得了很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目前关于这种药物疗效
的判定仅是依据临床经验做出的，尚无对其作用
机理的系统研究。为此，
本实验针对其作用机理进
行了实验研究，通过使用磷酸组胺对小鼠建立瘙
痒模型，这是目前应用最多的瘙痒动物模型建模
方法［ 11-12 ］，然后通过免疫组化 SABC 法，测定了瘙
痒皮损部位的 IL-1茁 和 IL-8 的表达，结果表明复
方苦参洗剂在影响 IL-1茁 和 IL-8 表达方面比传
统药物炉甘石更好，这为复方苦参洗剂用于瘙痒
症的治疗提供了药理依据。
当然，有关与肛周瘙痒症最为相关的细胞因
子的确定，
还需要更为全面和细致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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