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12 月第 37 卷第 6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5 •(总 445)

金雀异黄素免疫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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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综述了金雀异黄素的免疫药理作用，主要包括其对免疫系统的作用，抗炎作用，抗白色念珠菌感染及抗病毒感
染的免疫药理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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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是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食物之一。
《神农本草

2

抗炎作用

[1]

经》首次记载了大豆及其药用价值，并将其列为“中品” 。

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关于大豆可以治疗肠炎的相关记
[1]

药理研究表明，大豆和豆制品具有广泛的生物功效，如防治

载 。现代研究表明金雀异黄素在急性和慢性炎症中均发挥作

癌症、降低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症、改善妇女更年期综合

用，表现在：①能抑制 NF-κB 的激活和炎前因子基因表达，如

征症状、抗炎等。这些功效与大豆中异黄酮成分密切相关。

细胞因子诱导的中性粒细胞趋化(CINC)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

金雀异黄素（genistein）是 4’, 5,7-三羟基异黄酮，为大豆中异

从而有效防止脂多糖引起的肺损伤 。②显著抑制脂多糖刺激

[6]

[7]

黄酮的主要成分。本文对金雀异黄素的免疫药理作用简述如

软骨细胞的环氧合酶-2 。③能有效保护炎前因子对人脑微血

下：

管内皮细胞的损伤，并呈剂量依赖性抑制细胞因子诱导上调

1

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 1β，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白

对免疫系统的作用
金雀异黄素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已有广泛的研究；动物模

细胞介素 8 和细胞间粘附分子-1 mRNA 和蛋白表达的炎症介
[8]

型主要采用卵巢切除大鼠，以避免内源性雌激素作用的影响。

质 。④能通过抑制调节转录因子 NF-κB 的表达，显著降低 LPS

金雀异黄素对卵巢切除大鼠和未切除大鼠的免疫系统影响不

刺激人单核细胞树突状细胞细胞因子 IL-6 的生产和转录 。总

同，对于卵巢切除大鼠，每天喂饲金雀异黄素可以使胸腺重

之，金雀异黄素抗炎的主要作用机理与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

量减轻，诱导胸腺凋亡，使外周淋巴细胞数量减少，降低抗

调节与炎症相关细胞的活性、酪氨酸激酶活性，调节花生四

[2]

[9]

原特异性抗体滴度 ；同时给予雌激素抑制剂后，胸腺的重量

烯酸代谢酶的活性相关。

能部分恢复，说明金雀异黄素的作用可能通过雌激素受体实

3

现。然而对于未切除卵巢大鼠，每天喂饲金雀异黄素具有剂

抗白色念珠菌感染
金雀异黄素对白色念珠菌感染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刺激

量依赖性提高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作用，可增强大鼠的巨噬

白色念珠菌的生长，增强白色念珠菌发芽率（作用 G0/G1 期）

细胞功能，提高脾重量，使脾脏生成 IgM 作用增强，外周血

并能增加 HSP90 表达，这个作用可能是通过其雌激素样作用

淋巴细胞含量增多，生成 IL-4 和 IFN-γ 增多，增强细胞毒 T 细

实现的

[3-4]

胞和 NK 细胞活性，抵抗 B16F10 肿瘤

。体外实验还发现，

相对高剂量的金雀异黄素能抑制丝裂原和同种抗原诱导淋巴
[5]

细胞增殖 。

[10]

。同时，金雀异黄素能够抑制血管内皮细胞蛋白磷

酸化，并显著减少对念珠菌的吞噬
珠菌粘附 EA. hy 926 内皮细胞

[11]

；并能强烈抑制白色念

[12]

，这些作用与抑制酪氨酸蛋白

磷酸化相关。
4

抗病毒感染

基金项目：江苏省中医药局科技项目资助（LZ13248）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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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宿主和病毒结合的作用，能够直接影响病毒的结合、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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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同时，异黄素能够影响宿主内部包括多种转录因子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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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细胞因子的信号传导过程

[13]

。

综上所述，金雀异黄素具有广泛的免疫药理作用，在临
床应用中展现了广大的应用前景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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