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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探讨蠲痹汤（JBT）对膝骨关节炎（KOA）小鼠模型淋巴管回流功能及关节病理退变的影

响。方法 将 120 只 C57BL 小鼠随机分成 JBT，莫比可（MOBIC）与 PBS 组。小鼠右膝接受内侧半月板失稳

（Destabilization of medial meniscus，DMM）手术以诱导 KOA 模型，左膝作为假手术对照。使用近红外光谱检
测系统评估关节淋巴管回流情况；ABHO 染色评估关节软骨的面积及 OARSI 评分；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

膝关节 II 型胶原含量及软骨细胞退变指标蛋白聚糖降解产物（Nitege）的积累。结果 与 PBS、Mobic 组比较，
JBT 组小鼠膝关节的 ICG 清除率在术后 4 周和 8 周明显增强，OARSI 评分较低；JBT 组关节软骨中 Nitege 的表

达低于 PBS 组，但是 II 型胶原表达高于 PBS 组。结论 JBT 可以促进早期 KOA 小鼠膝关节淋巴管回流功能，
并且延缓 KOA 的病理进程。蠲痹汤是一种有效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中医药经典方剂，其疗效机制可能是通过
上调关节淋巴回流功能实现的。
关键词：蠲痹汤

膝骨关节炎

doi: 10.11842/wst.20181012001

淋巴管回流功能
中图分类号: R2-031

文献标识码: A

膝骨关节炎（Knee Osteoarthritis，KOA）是一种慢

受此病的影响，且女性多于男性[2-3]。到目前为止,晚期

软骨下骨、滑膜等，主要病理表现为关节软骨破坏、骨

疗手段，给患者家庭及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4]。因

性进行性关节疾病，病变主要累及患病关节的软骨、
赘形成、滑膜炎症和关节间隙变窄等[1]。该病发病率
高，影响着约 2.5 亿人口，全球大于 65 岁的人将近一半

KOA 患者除进行全膝关节置换术外尚缺乏有效的治
此寻找新的 KOA 治疗靶点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淋巴系统主要的生理功能是维持机体的体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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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免疫监视和胃肠道脂肪酸的吸收，与微循环之间
[5]

关系密切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淋巴回流
功能在炎症性关节炎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
用：①肿瘤坏死因子-转基因（Tumor Necrosis Factor-

红 外 成 像 系 统（Olympus，MVX10），全 片 扫 描 仪

（Olympus，VS120-SL）。
2

方法

Transgenic，TNF-Tg）和 K/B × N 等慢性炎症性-侵蚀性

2.1

VEGFR-3 中和性抗体特异性抑制淋巴管生成，减少淋

归 9 g、川芎 2.1 g、甘草 1.5 g、海风藤 6 g、桑枝 9 g、乳香

节局部过表达 VEGF-C，促进回流，显著减轻关节炎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中药房。根据《实验动

关 节 炎 小 鼠 模 型 出 现 淋 巴 回 流 功 能 下 降[6]。 ②

巴回流，会加重 TNF-Tg 小鼠关节炎症损伤 。②在关
[7]

[8]

损伤 。

中医学把 KOA 归属于“痹症”、
“ 顽痹”等病证范

畴,以肝肾气血亏虚、风寒湿邪气外袭、痰瘀互结、痹阻

经络为主要病因病机[9]。痹病“不通则痛”的特点与淋
巴管回流功能障碍加重关节炎症的病理表现极为类
似。具有“止痹痛”作用的中药通过促进淋巴回流，起
到治疗“痹病”的作用。如中药复方独活寄生汤可以
改 善 淋 巴 回 流 功 能 ，促 进 淋 巴 管 生 成 ，减 轻 关 节 炎
症 。中药有效组分阿魏酸抑制肿瘤坏死因子 α 刺激
[10]

淋巴管内皮细胞产生的一氧化氮，减轻一氧化氮对淋
巴管平滑肌细胞的损伤，改善慢性炎症下的淋巴回流
[11]

功能，从而减轻关节炎症 。三七总皂苷可以刺激淋

药物及给药
蠲痹汤药物组成：羌活 3 g、独活 3 g、秦艽 3 g、当

2.4 g、木香 2.4 g、桂心（后下）1.5 g。所有中药均购自
物药理学》，将小鼠（20 g）与人（70 kg）的中药剂量进行

换算（换算系数 9.01），小鼠需服中药煎剂浓度为 0.52
g·mL-1，取上述中药 10 付，加 12 倍水，浸泡 30 min，煮

沸后继续煎煮 30 min，趁热过滤得煎液 1；所余药渣加

8 倍水，同样方法得煎液 2；合并 2 次煎液，通风橱中加

热浓缩至 770 mL，分装后-80℃保存。JBT 组：小鼠按

10 mL/(kg·d) 隔日灌胃给药，每次约 0.2 mL；Mobic 组：
莫比可片 7.5 mg，加纯水溶解 ，灌胃浓度 0.0225 mg·
mL-1，隔日灌胃 0.2 mL；PBS 组：等体积的 PBS 灌胃，隔
日灌胃，连续灌胃 16 周。
2.2

造模方法

所有小鼠右膝均接受 DMM 手术以诱导 KOA 模

巴管内皮细胞产生 VEGF-C 促进淋巴管生成 。本研

型，左膝接受假手术作为对照。具体方法如下：腹腔

巴管回流功能及疾病进程的影响。

双侧膝关节部位。OA 组：手术刀片在右膝关节内侧

[12]

究将首次从淋巴管角度探讨 JBT 对 KOA 模型小鼠淋
1
1.1

材料
实验动物

10 周龄 C57BL 雄性小鼠 120 只，体重 26±2 g，由上

海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所有小鼠按体重
的大小随机分为 3 组：JBT 组、Mobic 组和 PBS 组。各

组小鼠在相同条件下自由饮水、摄食，由上海中医药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全价颗粒饲料。本研究所有
实验均符合上海中医药大学动物伦理委员会规定。
1.2

试剂、仪器

异 氟 烷（沃 瑞 德 ，Batch NO.217140901），脱 毛 膏

（利洁时公司，印度），吲哚菁绿（Acorn），乙二胺四乙酸

（Ethylene Diamine Tetraacetic Acid，EDTA，国药集团化

学 试 剂 有 限 公 司 ，10009617），伊 红（Sigma：E4009-

5G），苏 木 素 精（sigma，H-3136），艾 尔 新 蓝（sigma，

A5268），酸 性 橙（Sigma，1936-15-8），PBS（Medicago，
09-2052-100）。小动物麻醉机（Matrx VMR，美国），近
2

注射氯胺酮麻醉小鼠（20 mg·kg-1），碘伏酒精消毒小鼠
髌韧带与内侧副韧带中间开 0.5 cm 切口，显微镜下牵

开皮肤及脂肪组织，暴露内侧半月板、内侧半月板胫
骨韧带，用显微手术剪贴着胫骨切断内侧半月板胫骨
韧带，缝合皮肤切口；Sham 组：左膝关节相同位置开
0.5 cm 切口，缝合皮肤切口。术后切口处涂些许新霉
素眼膏，放回笼内，等待小鼠苏醒。
2.3

淋巴管回流功能检测
将小鼠置于麻醉机中，异氟烷麻醉后，双下肢脱

毛，注意保护小鼠皮肤，将小鼠置于热台上，热台温度

保持在 28℃，给予小鼠面罩气体麻醉。用微量注射
器，30G 针头，吸取 10 uL 0.1 g·mL-1 浓度的 ICG，注射

于小鼠膝关节腔。注射后 3 h 拍摄膝关节照片，注射

后 6 h 后再次拍摄膝关节照片，在腘窝淋巴结区域圈

定合适区域（Region of Interest，ROI），检测信号亮度。
利用软件 Image J 对 ROI 区域分析，得到数据代入固定
公 式 进 行 计 算【clearance= (ROI3h－ROI3hbg) － (ROI6h－

ROI6hbg)/(ROI3h－ROI3hbg)，bg：background】，得 到 的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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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鼠膝关节 ICG 清除率，其代表淋巴回流功能。
2.4

膝关节形态学检测

3.1

蠲痹汤对小鼠膝关节淋巴管回流功能的影响

ICG 是一种带负电，具有水溶性的三碳菁染料，

淋巴管回流功能检测结束后，小鼠脱颈处死并取

ICG 的激发光波长大概是 780 nm，吸收光谱波长峰值

脱钙 4 周，每 72 h 更换脱钙液 1 次，组织脱水，石腊包

射入皮下后，迅速与组织液中的白蛋白结合为大分

膝关节，标本在 10% 福尔马林固定 24 h 后，10%EDTA
埋，4 um 矢状位连续切片，进行 ABHO 染色及免疫组
化染色。Olympus 图像采集系统采片。
2.5

统计学方法

统计结果采用均数±标准差（¯χ ±s）进行描述，应

用 SPSS 19.0 统 计 软 件 ，采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oneway ANOVA），行 LSD 检验。P＜0.05 表示有显著性统
计学差异。
3

800-830 nm，这段波长可以被近红外光谱仪检测。注

子，从而被淋巴管吸收，因此用于淋巴管回流功能的
检测。在小鼠膝关节部注射 ICG，然后利用近红外仪
器分别在注射后 3 h 和 6 h 检测，与 ICG 注射后 3 h 相

比，ICG 注射 6 h 后，膝关节 ROI 区域的信号强度均有

减弱，PBS 组的信号减弱更慢。与 PBS、Mobic 组比较，
JBT 组在术后 4 周和 8 周小鼠膝关节的 ICG 清除率均
有显著改善（P＜0.05）
（图 1）。

实验结果

图1

各组小鼠膝关节 ICG 的清除情况及结果

注：
（注：左图○表示测量小鼠膝关节 ICG 清除率的感兴趣区域；右图：术后 4 周和 8 周，与 PBS、Mobic 组比较，* P＜0.05。N=10）

3.2

评分

各组小鼠膝关节关节软骨 ABHO 染色及 OARSI
ABHO 染色显示，矢状面上，SHAM 组小鼠膝关节

关节面覆盖一层蓝染的软骨，软骨表面连续，模型组

影响

II 型 胶 原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显 示 ，矢 状 面 上 ，

SHAM 组小鼠膝关节关节面覆盖一层灰色的软骨，软

骨表面连续，模型组小鼠股骨与距骨表面的软骨遭到

小鼠股骨与距骨表面的软骨遭到了破坏，蓝染区域表

了破坏，灰染区域表面不完整不连续，区域面积减少，

面不完整不连续，区域面积减少，蠲痹汤治疗后，软骨

蠲痹汤治疗后，软骨结构磨损的进程减慢，灰染区域

结构有所恢复，蓝染区域面积在前两个时间点优于
PBS 组和 Mobic 组。随着时间的推移，软骨的面积逐
渐减少，术后 16 周时，关节软骨基本完全被磨损，组间

面积优于 PBS 组和 Mobic 组（图 3）。
3.4

蠲痹汤对小鼠膝关节关节软骨 Nitege 的影响

Nitege 胶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矢状面上，

已无明显差异。OARSI 评分中，在术后 4 周和 8 周，与

SHAM 组小鼠膝关节关节面覆盖一层完整的软骨，软

（P＜0.05），在 12 周和 16 周，发现 3 组之间没有明显差

了破坏，关节周围组织中出现了阳性染色，蠲痹汤治

PBS、Mobic 组比较，JBT 组关节软骨的评分明显改善
异（图 2）。
3.3

蠲痹汤对小鼠膝关节关节软骨 II 型胶原含量的

骨表面连续，模型组小鼠股骨与距骨表面的软骨遭到
疗后，与 PBS 组比较，关节软骨中 Nitege 含量增加的速
度减慢（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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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组小鼠膝关节 ABHO 染色及 OARSI 评分

注：
（注：左图：膝关节 ABHO 染色，蓝色表示关节软骨区域，上方为股骨，下方为胫骨，红色部位表示骨软骨下骨。右图：膝关节 OARSI 评分，与 PBS 组比较，JBT 组在术后
4、8 周的评分显著改善，* P＜0.05。N=10）

图3

各组小鼠膝关节 II 型胶原免疫组化染色

注：
（注：膝关节 II 型胶原免疫组化染色，灰色部位表示关节软骨区域，上方为股骨，下方为胫骨）

图4

各组小鼠膝关节 Nitege 免疫组化染色

注：
（注：膝关节 Nitege 胶原免疫组化染色，黄色部位表示关节软骨区域，上方为股骨，下方为胫骨）

4

讨论
本研究首次从关节淋巴管回流功能障碍、淋巴回

膝关节淋巴管功能、促进淋巴回流、延缓关节软骨退
变进程、起到治疗作用。淋巴管是该方治疗膝骨关节
炎的作用靶点之一。

流不畅角度，探讨膝骨关节炎“风寒湿侵袭，痹阻不

我们的前期研究表明，小鼠膝关节周围存在淋巴

通”病机，及蠲痹汤“祛风除湿、蠲痹止痛”功效的科学

管网系统，而且淋巴管的回流功能在炎症性关节炎疾

内涵。研究结果表明，蠲痹汤能够改善 KOA 模型小鼠
4

病的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3]。通过抑制慢性炎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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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模型 TNF-α 转基因模型小鼠淋巴管的回流功能，会

不 通 ，瘀 而 成 痹 。 因 此 ，蠲 痹 汤 是 治 疗 痹 证 的 主 方

回 流 功 能 会 改 善 全 膝 关 节 置 换 术（total knee

现代研究表明，蠲痹汤含药血清能够显著降低佐

[14]

加重关节炎的严重程度 。而通过按摩促进淋巴管的
arthroplasty, TKA）患者术后病情的恢复 。其机制可
[15]

能是 TNF-α 引起淋巴管内皮细胞炎性活化，造成炎症

因子和炎性细胞的大量释放，抑制了淋巴管平滑肌细
[16]

胞的增殖，造成淋巴管平滑肌细胞收缩能力下降 。
而通过手法按摩促进了淋巴管的回流功能。淋巴系
统在类风湿性关节炎、哮喘、银霄病等疾病过程中扮
[17]

之一。
剂性关节炎大鼠外周血中单核细胞肿瘤坏死因子

（TNF-α）和白细胞介素 1β（IL-1β）的表达水平[19]，也

可以升高对效应性 T 细胞和炎性细胞因子分泌具有抑

制 作 用 的 IL-35 水 平 ，从 而 改 善 局 部 的 炎 症 情 况[20]。
其内服外洗用法可显著降低关节炎患者血清和关节
液中基质金属蛋白酶-3（MMP-3）的水平而升高金属

演重要角色 ，而淋巴管回流功能障碍加重炎症性疾

蛋白酶抑制剂-1（TIMP-1）的水平[21]。蠲痹汤中单体

病与中医“痹证”中“痹阻不通、不通则痛”的发病机理

成 分 阿 魏 酸 可 抑 制 诱 导 型 一 氧 化 氮 合 酶（inducible

[18]

极为类似 。因此，深入研究淋巴管的功能有利于从
现代医学的角度对痹证理论进行探讨。
蠲痹汤治疗痹证由来已久，
《杨氏家藏方》卷四：
蠲痹汤主治风温相搏，身体烦疼，项臂痛重，举动艰
难，及手足冷痹，腰腿沉重，筋脉无力。
《重订严氏济生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表达，阻断 NO 的产生，从而

阻止淋巴管回流功能的下降[22]。有研究表明，蠲痹汤

冻 干 粉 可 抑 制 TNF- α 诱 导 淋 巴 管 内 皮 细 胞 产 生 的
NO，减轻其对淋巴管平滑肌细胞的损伤，保证淋巴管
对炎症因子的回流功能，达到治疗关节炎症的目的。

综上所述，蠲痹汤可通过增强早期 KOA 模型小鼠

方》中蠲痹汤主治身体烦疼，项背拘急，或痛或重，举
动艰难，及手足冷痹，腰腿沉重，筋脉无力。
《魏氏家藏

膝关节淋巴管回流功能，减轻炎症因子和炎症细胞在

方》卷八：气弱当风饮吸，风邪容于外，饮湿停于内，风

局部的淤积；延缓关节软骨的退变速度，从而起到治

湿内外相搏，体倦舌麻，甚则恶风多汗，头目昏眩，遍
身不仁。
《医学心悟》卷三：风寒湿三气合而成痹，蠲痹
汤主之。
《金鉴》卷三十九：蠲痹汤主治痹病而身寒无
热，四肢厥冷。上述蠲痹汤虽治疗主证各有差异，但
不外乎风寒湿三邪侵袭人体，造成人体关节经络痹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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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Juan-Bi-Tang in Treating Knee Osteoarthritis by Promote Draining Function of Lymphatic*
Yi Nanxing1,2,4 ，Wang Xiaoyun1 ，Liang Qianqian1,2,4 ，Wang Yongjun2,4 ，Han Haihui2,3 ，Wang Yiru2 ，Ma
Yinghui3 ，Shi Qi1,2,3,4 ，Zhang Ting1,2 ，Xu Hao1,2,4
(1. Long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32,
China；2. Institute of Spin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32, China；3.
Guang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52, China；
4.Key Laboratory of Theory and Therapy of Muscles and Bon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Juan-Bi-Tang （JBT） on joint lymphatic draining function and

pathologic progress of KOA mouse model. Methods 120 C57BL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treated with

JBT， Mobic or PBS） . All of mice received the surgery of destabilization of medial meniscus （DMM） on the right
knee to induce osteoarthritis model， and sham surgery on the left knee as control. We used near infrared detection
system to assess joint lymphatic draining function； ABHO staining to evaluate the area of articular cartilage and

OARSI Scores； immumohistochemical staining （collagen type II and NITEGE， the G1 fragment of the proteoglycan

aggrecan） to detect joint cartilage degeneration. At 4 and 8 weeks after surgery， OARSI score of JBT group was lower

and its joint ICG clearance w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compared with Mobic and PBS group； collagen type II
expression was higher but Nitege expression was lower in JBT group compared with PBS group. Conclusion

JBT can

promote the joint lymphatic function and postpone pathologic progress in KOA mouse model. Therefore， JBT is an
effectiv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KOA therapy， and its effective mechanism could be up-regulating joint
lymphatic drainage.

Keywords: Juan-Bi-Tang, Knee osteoarthritis, Lymphatic draining function
（责任编辑：周阿剑，责任译审：邹建华）

6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