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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豆蛋白A引起小鼠免疫性肝损伤机制研究 

姚晓敏，李宏伟。曲均革，崔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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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础 医学 · 

[摘要]目的：建立刀豆蛋 白A(Con A)引起小鼠免疫性肝损伤模型，并考察其损伤机制。方法：ICR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和 Con A模型组 ，每组 10只。Con A模型组小鼠尾静脉注射 Con A 2．5 mg·rnl～· ～，对照组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造模 

后 8 h断头处死小鼠，分别取肝脏和血液，采用生化法测定小 鼠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IJT)和天冬氨酸转移酶(AST)水平， 

苏木精一伊红染色法测定肝组织病理学改变，ELISA法测定血清肿瘤坏死因子一仅(TNF一0【)和干扰素一 (IFN一 )含量。结果：与 

正常对照组比较，Con A模型组小鼠血清A 和 AST水平均显著升高(P<0．01)，肝细胞明显坏死，伴炎细胞浸润，同时血清 

中TNF一仅和IFN一 含量亦均显著升高(P<0．01)。结论：尾静脉注射Con A 2．5 mg·ml～·kg 可建立免疫性肝炎模型，其 

损伤机制与炎症因子表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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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ed mechanism of immunological liver injury induced by concanavalin A in mice 

YAO Xiao—min，LI Hong—wei，QU Jun—ge，CUI Xiang—yi 

(Department ofPharmacy，Zhejiang Pharmaceutical College，Ningbo Zhejiang 315100，China) 

[Abstract]0bjective：To establish the model of immunological liver injury in mice and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mechanisms．Methods： 

Twenty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 and Con A groups
，10 in each．Mice of Con A group were injected with Con A 

2．5 mg·ml～ · ～ by vena caudalis，and sacrificed after 8 hours．The blood and liver tissue were collected to examine ALT and AST 

levels spectrophotometrically，the histopathology changes were measured by HE method，an d serum TNF一0【and IFN一 contents were 

measured by ELISA．Results：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serum ALT and AST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serum TNF— 

and IFN一 contents were markedly increased(P<0．01)．Meanwhile，hepatic necrosis and neutrophil infiltration also occured in Con A 

group．Conclusions：The model of immunological liver injury in mice was established by vena caudalis injection of Con A，the related 

mechanism is partially due to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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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乙肝病毒感染的特点、病因、病症和发病机 

制，探索并建立多种实验模型将为乙肝的药物治疗 

提供有利实验条件 J。研究 表明，免疫性肝炎动 

物模型的病理改变及肝细胞损伤机制均与病毒性肝 

炎相类似，与其他中毒性肝损伤模型如四氯化碳模 

型、D．氨基半乳糖模型相比，该模型被认为更适合病 

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病理机制的研究。因 

此，从免疫性肝炎动物模型出发，可为临床寻找有效 

的肝病治疗药物提供实验依据。由卡介苗加脂多 

糖、异种血清、丙酸杆菌或痤疮丙酸杆菌加脂多糖、 

刀豆蛋白(concanavalin A，Con A)等均可诱导免疫 

性肝炎，但是 Con A模型是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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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介导的肝损害，很好地模拟了人类病毒性 

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等疾病 。本实验采用尾静 

脉注射 Con A的方法建立免疫性肝炎模型，并从炎 

症因子损伤角度探讨其损伤机制，从而为以后筛选 

治疗病毒性肝炎和免疫性肝炎的药物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ICR小鼠20只，雄性，体重 20～ 

22 g，SPF级，购 自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动物实验 中 

心，动物许可证编号为 No．SCXK(浙)2008-0033。 

所有动物实验期间饲养于屏蔽级动物房，每天明暗 

室各 12 h，恒温恒湿，标准饲料，自由饮水。 

1．2 药品 和试剂 Con A 1V(CAS#：11028-71-0， 

Sigma公司)，临用前用生理盐水配成2．5 mg／ml溶 

液；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测定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公 

司)；小鼠肿瘤坏死因子- (TNF一仅)、干扰素．̂y(IFN． 

)的ELISA试剂盒(eBioscience公司)；氯化钠、氯 



化钾、二甲苯、甲醛、氯仿、异丙醇、乙醇、甲醇等(宁 

波博宏化学品有限公司，分析纯)。 

1．3 实验仪器 高速离心机(TGL一16B型，上海安 

亭科学仪器厂)、超级恒温水浴锅(HH601型，金坛 

科兴公司)、电子分析天平 (AL204型，梅特勒公 

司)、超声波清洗器(SB25—120型，宁波新芝生物科 

技公司)、电子分析天平(普及型 BS124S型，德国赛 

多利斯公司)、酶标仪(MULTISKAN SPECTRUM型， 

芬兰 Thermo Labsystems公司)。 

1．4 动物模型的建立 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和 Con A模型组，每组 10只。模型组小鼠尾静脉注 

射 Con A 2．5 mg·ml一 · ～，正常对照组给予等 

体积生理盐水。给毒后 8 h断头处死动物，收集和 

分离血清并获取肝组织。 

1．5 血清ALT和 AST测定 小鼠血样 3 500 r／rn 

离心 10 min，常规分离血清。根据 ALT和 AST测定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测定，查标准曲线，求得相应的 

ALT和 AsT活力(U／m1)。 

1．6 肝组织病理学检测 小鼠肝组织经 10％甲醛 

溶液固定后做病理切片。乙醇梯度脱水，常规石蜡 

包埋，连续切片(厚度约 5 m)，经苏木精 一伊红 

(HE)染色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肝组织病理学改 

变。根据肝脏病变程度以半定量方法积分 J，按各 

种病变重要性乘以不同加权数。加权数：肝细胞坏 

死 ×3，肝细胞水样变 ×1，淤血、出血 ×1，炎细胞浸 

润 ×1，淤血 ×1。计算每只动物肝病变的总积分，然 

后进行统计学处理。 

1．7 ELISA法检测血清TNF一0【和 IFN- 水平 小 

鼠血样3 500 r／min离心 10 min，分离血清，冻存于 
一 80℃备用。按照 ELISA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测定， 

用酶标仪(450 nm波长)测定各孔吸光度，与标准曲 

线对照，求出TNF—o【和 IFN-̂y水平。检测限分别为 

TNF-仅15 pg／ml和 IFN一̂y 15 pg／ml。 

1．8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 

2 结果 

2．1 Con A对小鼠血清 A 和 AST水平的影响 

小鼠注射 Con A后 8 h时血清 ALT和 AST水平均 

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1)，分别为正常对照组 

的18．0倍和4．7倍(见表 1)。 

2．2 Con A对小鼠肝组织形态学的影响 小鼠注 

射 Con A后，肝细胞出现散在点状、小片状或弥漫性 

坏死，同时伴有淤血和炎细胞浸润。此外，在肝小叶 

间静脉周围肝细胞有轻度水样变性。病理积分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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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为 2．83±1．15，正常对照组未见肝组织病理学 

改变(见图 1)。 

表 l ConA对小鼠血清ALT和AST水平的影响( =10； ±5) 

一一 
图 1 ConA引起小 鼠肝组织病理学改变 (A：正常组；B：ConA组 

箭头所指为肝细胞出现散在点状坏死，伴有淤血和炎症细胞浸润) 

2．3 Con A对小鼠血清炎症因子 TNF— 和 IFN-̂y 

水平的影响 结果显示，Con A模型组小鼠血清炎 

症因子 TNF一仅和 IFN．̂y水平在 8 h后均明显高于正 

常对照组(P<0．01)，分别为正常对照组的24．0倍 

和 10．8倍(见表2)。 

表 2 Con A对小鼠血清 TNF一0【和 IFN一 水平的影 响 

(ni=10； ±S) 

3 讨论 

目前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治疗是一个难 

点，彻底清除 HBV并治愈乙型肝炎的特效药物尚未 

问世，无论哪类药物或哪种方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 

缺陷。新药的研发、新技术的应用可为病毒性肝炎 

的治疗提供更多选择方案。为此，本研究建立 Con 

A引起免疫性肝损伤小鼠实验模型，探讨病毒性或 

免疫性肝损伤的发病机制，为进一步筛选保肝药物 

奠定基础。 

免疫性肝炎通常由生物性因素等引起，常见的 

原因为病毒感染，如临床上 HBV、丙型肝炎病毒等 

病毒的感染，其重要的特征是肝组织内大量的炎细 

胞浸润，产生免疫／炎症应答，导致免疫反应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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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肝损伤，即为免疫性肝炎。免疫性肝炎是肝纤维 

化、肝硬化乃至肝脏肿瘤等终末病变发生发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 。本实验模拟建立免疫性肝炎的小 

鼠模型，通过尾静脉注射 Con A的方法，结果显示， 

小鼠静脉注射 Con A后，血清A 和AST水平显著 

升高，肝细胞出现散在点状、小片状或弥漫性坏死， 

同时伴有淤血和炎细胞浸润。此外，在肝小叶间静 

脉周围肝细胞有轻度水样变性。上述检测结果可反 

映 Con A导致小鼠肝脏出现明显的肝损伤。 

已知 Con A活化Thl细胞后可刺激库普弗细胞 

和肝细胞产生大量 TNF-O／．，后者可通过激活核因子 

KB诱导多个调节免疫与炎症过程的基因转录，包括 

TNF一 、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及 IFN一̂y等，上 

述细胞因子的转录激活都与肝损伤密切相关 一 。 

除 TNF—o【外，Con A还可诱导巨噬细胞产生 IFN一 ， 

并通过 IFN一~／／STAT1信号转导通路影响细胞核内 

转录因子如 IRF．1的表达，改变后续的生物学效 

应 。以往研究表明，Con A注射 8 h后，活化的淋 

巴细胞开始浸润肝组织，实际上早已出现了肝损伤。 

相反，在淋巴细胞开始浸润肝细胞之前，细胞因子已 

经达到高峰水平，表明早期产生的细胞因子是肝细 

胞损伤的主要因素 J。Con A模型中TNF一仪和 

IFN一̂y是直接损伤肝细胞的炎症因子，因为抗TNF． 

Or．和IFN一̂y的抗体可保护肝细胞免于损伤 。此 

外，IFN一 (一／一)的小鼠也免于肝损伤，从而进一 

步说明 IFN． 在 Con A所致肝损伤中的作用 。 

本研究中，小鼠静脉注射 Con A后 8 h，采用 ELISA 

法测定血清中TNF．OL和 IFN． 含量仍显著增加，表 

明炎症因子 TNF一0【和 IFN— 在淋巴细胞浸润时仍 

参与 Con A所致肝细胞损伤，此结果与以往研究  ̈J 

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本实验成功建立 Con A所致免疫性 

肝损伤模 型，其损伤机制与炎症 因子 TNF—Ot和 

IFN． 表达密切相关。此外，该造模方法具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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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模型稳定、类似于人肝炎形成的特点，可为今后 

筛选治疗肝炎药物提供一个可靠的实验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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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刘璐) 

我校基础医学$n 115床医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获批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2010年审核增列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名单 

的通知》(学位[2011]8号)文件精神，我校申报增列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两个硕士学位授权 
一 级学科均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这标志着我校研究生教育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校 

将根据文件要求，认真做好一级学科学位授权体制下的研究生培养工作，进一步推进我校研究 

生培养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 

目前，我校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个，二级学科授权点25个，近50个三级学科、专业，可 

以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覆盖了我校近80％科室及教研室，将大大促进我校教学、科研和医疗 

事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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