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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探讨嗜盐隐杆藻胞外多糖（ｅｘ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ｏｆ Ａｐｈａｎｏｔｈｅｃｅ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ｉｃａ，ＥＰＡＨ）的抗肿瘤活性。

要：目的

方法

２２１１１６；

２４１０００）

以Ｓ。。。肉瘤为肿瘤模型，检测ＥＰＡＨ对肿瘤生长的抑制活性；ＭＴＴ法检测ＥＰＡＨ对Ｓ。ｓｏ肉瘤细胞、

Ｓｍｃｃ７７２１肝癌细胞和ＨｅＬａ细胞的体外抑制活性；以对荷瘤小鼠免疫器官、血液淋巴细胞数量及淋巴细胞增殖影
响、ＮＫ细胞杀伤活性和巨噬细胞产生ＮＯ及其他细胞因子的影响评价ＥＰＡＨ对小鼠免疫功能的作用。结果
ＥＰＡＨ对ｓ，。。肉瘤生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预防给药和与肿瘤接种同时给药组最大抑瘤率分别达６６．７９％和
４７．９３％。１００弘ｇ／ｍＬ ＥＰＡＨ对Ｓｍｅｃ７７２１细胞、ＨｅＬａ细胞以及Ｓ１８。细胞生长的抑制率达６０％以上。ＥＰＡＨ显著
提高荷瘤小鼠脾脏和胸腺质量以及血液淋巴细胞数量，促进淋巴细胞增殖反应，增加ＮＫ细胞杀伤活性，刺激巨噬
细胞产生ＮＯ，分泌白细胞介素一１ｐ（ＩＬ—Ｉ Ｌ３）及肿瘤坏死因子一ａ（ＴＮＦ—ａ）。结论ＥＰＡＨ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并能
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生长。ＥＰＡＨ可能是通过增加荷瘤小鼠免疫器官的质量和免疫细胞的数量、促进淋
巴细胞分裂，提高ＮＫ细胞杀伤活性和巨噬细胞产生ＮＯ以及其他细胞因子实现其抗肿瘤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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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科隐杆藻属。该藻生长时向生长基质中分泌大量

接种Ｓ１８。肉瘤５ ｄ后按５０、７５和１００ ｍｇ／（ｋｇ·ｄ）

的、种类单一的胞外多糖。研究表明，该多糖由阿拉

的剂量连续ｉｇ ＥＰＡＨ

伯糖、岩藻糖、甘露糖、葡萄糖以及葡萄糖醛酸组成。

同时按２０ ｍｇ／（ｋｇ·ｄ）连续ｉｇ环磷酰胺１５ ｄ。模

１５

ｄ。阳性对照组，于接种的

其中阿拉伯糖、岩藻糖、甘露糖、葡萄糖的摩尔比为

型组，每天ｉｇ等体积的生理盐水溶液。末次给药

１：２．０８：１．５７：２．８７，而葡萄糖醛酸占整个多糖的

２４

１５．７８％［１］。嗜盐隐杆藻胞外多糖（ｅｘｏｐｏｌｙｓａｃ—
ｃｈａｒｉｄｅ ｏｆ

Ａｐｈａｎｏｔｈｅｃｅ

ｈａ［ｏｐｈｙｔｉｃａ，ＥＰＡＨ）是一

ｈ后处死小鼠，取肉瘤称质量，计算抑瘤率。
抑瘤率一（模型组肉瘤质量一给药组肉瘤质量）／模型组

肉瘤质量ｘ１００％
●

种高度硫酸化的多糖硫酸酯，其中硫酸根占整个分

１．４对肿瘤细胞体外生长的抑制作用：将Ｓ。。。肉瘤

子的３４．４６％［２］。阿拉伯糖的连接方式为１，３糖苷

细胞、ＨｅＬａ细胞、Ｓｍｃｃ７７２１肝癌细胞以含１０％小

键，岩藻糖的连接方式为１，４或１，３糖苷键，甘露

牛血清的ＲＰＭＩ一１６４０培养基在９６孔板中，３７℃、

糖连接方式为１，２，４糖苷键，葡萄糖连接方式为

５％ｃ０２培养箱中培养２４ ｈ，再加入ＥＰＡＨ，使每孔

１，３糖苷键，葡萄糖醛酸的连接方式为１，３糖苷键。同

的终质量浓度分别为１２．５、２５、５０、１００和２００弘ｇ／

时ＥＰＡＨ还结合了Ｃａ２＋、Ｎａ＋、Ｍ９２＋和Ｋ＋。现代药

ｍＬ（每个质量浓度设５个平行孔，并设对照组），继

理学研究表明，硫酸化多糖具有广谱的抗肿瘤、抗病

续培养４８

毒以及免疫调节活性［３￣６］。因此，推测ＥＰＡＨ具有

ＭＴＴ法［８１测定每孔的吸光度（Ａ）值，计算细胞生

潜在的药理活性。有关ＥＰＡＨ的药理学研究Ｉｆｌ前仅

长的抑制率。

有其对小鼠的免疫功能有正向调节作用的报道［７］。

ｈ。３０

ｔｔｇ／ｍＬ环磷酰胺作为阳性对照。

抑制率一（Ａ对照一Ａ实验）／Ａｘ｝照×１００％

为了进一步揭示ＥＰＡＨ的药理活性，本室开展了

１．５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ＥＰＡＨ的抗肿瘤活性研究。本实验研究其对Ｓ，。。肉瘤

１．５．１

的抑制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响：取小鼠１２０只，分为１２组，除增加正常组外，其

１材料与方法

余各组分组及给药方法同１．３项。末次给药２４ ｈ后

１．１药品与仪器：ＥＰＡＨ由本实验室制备，质量分

称体重，摘眼球放血，收集血液并处死小鼠，取胸腺和

数为９８．２％。ＲＰＭＩ一１６４０培养液（Ｇｉｂｃｏ）、小牛血

脾脏，计算胸腺指数和脾指数。以淋巴细胞分离液分

清（Ｈｙｃｌｏｎｅ）、２４孔细胞培养板（Ｎｕｎｃ）、９６孑Ｌ细胞

离其中的淋巴细胞，血球计数板计数淋巴细胞数量。

培养板（Ｎｕｎｃ）、环磷酰胺（江苏恒瑞制药，批号

１．５．２对正常小鼠淋巴细胞增殖的调节作用：取小

０２０９１９２１）、ＭＴＴ（Ｓｉｇｍａ）、二甲基亚砜（Ｓｉｇｍａ）、

鼠９０只，分为６组（每组１５只），包括５个给药组

ＤＭＥＭ｛／１２培养液（Ｇｉｂｃｏ）。Ｓ。。。肉瘤细胞、ＨｅＬａ

和１个空白组。给药组分别ｉｇ

细胞、Ｓｍｃｃ７７２１肝癌细胞（军事医学科学院提供）。

ｍｇ／（ｋｇ·ｄ）ＥＰＡＨ，空白组ｉｇ等体积的生理盐水

ＣＯ：培养箱（ＳＨＥＬＢＡ）、离心机（上海飞鸽离心机

溶液。给药后的第５、１０、１５天分别取各组中的５只

厂）、分析天平（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ＮＯ试剂盒（南京建成

小鼠摘眼球放血，脱颈椎处死，无菌取脾，按常规方

生物技术研究所），白细胞介素一１６（ＩＬ一１ｐ）、肿瘤坏

法［９３培养、收集脾淋巴细胞，在液体闪烁计数仪中测

死因子一０【（ＴＮＦ—ａ）试剂盒（ＴＰＩ Ｉｎｃ，美国）。

定每个孔的放射量。根据放射量对应的细胞数曲线

１．２动物：ＩＣＲ小鼠，体重１８～２３ ｇ，雌雄各半，徐

计算脾细胞的增殖数。

州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生产许可证号

１．５．３

ＳＣＸＫ２００２—００２２。饲养在（２５±２）℃、明暗各１２

只，随机分为５组（每组１０只），包括１个正常组和

ｈ、

对荷瘤小鼠免疫器官及免疫细胞数量的影

２０、４０、６０、８０、１００

对ＮＫ细胞杀伤活性的影响：取小鼠５０

湿度为６０％的饲养室中，自由饮水和取食：

４个环磷酰胺处理组，环磷酰胺处理组按４０ ｍｇ／ｋｇ

１．３对Ｓ。。。肉瘤的抑制作用：取小鼠１１０只，分为

ｉｐ给予环磷酰胺后，分别ｉｇ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

１１组（每组１０只），包括模型组、阳性对照组和９

５０、７５和１００ ｍｇ／（ｋｇ·ｄ）ＥＰＡＨ，连续１４ ｄ，正常

个给药组。给药组中的３个组（预防给药组）分别

组仅每天ｉｇ等体积蒸馏水。末次ｉｇ给药８ ｈ后，小

按５０、７５和１００ ｒａｇ／（ｋｇ·ｄ）连续ｉｇ ＥＰＡＨ ５ ｄ

鼠摘眼球放血，脱颈椎处死，无菌取脾制备脾细胞

后，分别皮下接种Ｓ，。。肉瘤（５×１０６ Ｓ。。。细胞），继续

（调整细胞浓度为２×１０７／ｍＬ）作为效应细胞。取传

ｉｇ ＥＰＡＨ １０

ｄ；另３个组（同时给药组）皮下接种

代培养的ＨｅＬａ细胞（调整其细胞浓度为１×

Ｓ。８。肉瘤的当天按５０、７５和１００ ｍｇ／（ｋｇ·ｄ）的剂

１０６／ｍＬ）作为靶细胞。取靶细胞悬液１００ ｐＬ加入

ｄ；剩下３个组（治疗给药组）

９６孔板（每组５个平行孔），再向各孔加入等体积

量连续ｉｇ

ＥＰＡＨ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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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的效应细胞。另设效应细胞和靶细胞对照组。将以

ＥＰＡＨ不同给药方式对小鼠ｓ。。肉瘤生长
的抑制作用ｏ±ｓ，一一１０）

上细胞于３７℃、５％ＣＯ：培养箱中杀伤４ ｈ，再向每
孔加入ＭＴＴ ２０肚Ｌ（５ ｍｇ／ｍＬ）继续孵育３ ｈ，小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ＰＡＨ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心弃去上清液１００弘Ｌ，再加入ＤＭＳＯ １００弘Ｌ，充分

组别

振荡，使形成的结晶完全溶解后，以酶标仪测定５７０

ｏｎ

ｍｉｃｅ Ｓ，ｓｏ ｓａｒｃｏｍ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ｎｅｒ（ｊ士ｓ，露一１０）

剂量／（ｍｇ·ｋ９１）

瘤质量／ｇ

抑瘤率／％

ｎｌＴＩ波长处各孔吸光度（Ａ）值，计算ＮＫ细胞杀伤
活性‘９｜。

．

ＮＫ细胞杀伤活性一［－１一（Ａ实验一Ａ效应细胞）／Ａｚｍｍ］×
１００％

１．５．４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释放ＮＯ和其他细胞
因子的影响：取小鼠６只，（２０±２）ｇ，雌雄各半，于
．实验的前３ ｄ按每只２ ｍＬ
实验时脱颈椎处死，ｉｐ

ｉｐ

０．６％巯基乙醇酸钠。

８ ｍＬ Ｈａｎｋ

７

Ｓ液，按文献方
一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ｗ ｍｏｄｅｌ

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法［１０１在２４孔板中无菌制备和培养单层巨噬细胞。

ｇｒｏｕｐ

ＥＰＡＨ以无血清的ＲＰＭＩ一１６４０液配成１２．５、２５、
５０、１００和２００弘ｇ／ｍＬ，分别加入单层巨噬细胞，每

表２

ＥＰＡＨ对３种肿瘤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工±ｓ，露一５）
Ｔａｂｌｅ ２

孔１ ｍＬ。阳性对照为含ＬＰＳ ２０肛ｇ／ｍＬ的无血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ＰＡＨ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ｉ士ｓ，ｎ一－－－５）

ＲＰＭＩ一１６４０液，空白对照为无血清ＲＰＭＩ一１６４０液。

按文献方法口妇制备巨噬细胞培养上清液，分别以相
应的试剂盒测定ＮＯ、ＩＬ一１ｐ及ＴＮＦ—ａ的水平。
统计学方法：数据经ＳＰＳＳ ７．０（Ｗｉｎｄｏｗ９５）

１．６

软件处理，统计数据采用ｚ±Ｓ表示，并用ＡＮＯＶＡ
和ｔ检验分析。
２结果
２．１对Ｓ。。。肉瘤的抑制作用：ＥＰＡＨ的３种给药

果表明，荷瘤小鼠的胸腺与脾指数以及血液淋巴细

方式对Ｓ。。。肉瘤都表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预防给

胞数量大大减少。每日ｉｇ环磷酰胺的小鼠，脾脏和

药组对Ｓ。。。肉瘤的抑制率均在５７％以上。其中７５

胸腺指数以及血液淋巴细胞数量则进一步减少。

ｍｇ／（ｋｇ·ｄ）剂量组抑瘤率最高，达６６．７９％。与预

ＥＰＡＨ预防给药的３个剂量均能明显提高荷瘤小

防给药组相比，同时给药组的抑瘤率有所下降，仅在

鼠的胸腺和脾指数，增加血液淋巴细胞的数量，其中

３８％以上，仍以７５ ｍｇ／（ｋｇ·ｄ）剂量组抑瘤率最

７５

高，达４７．９３％。治疗给药组的抑瘤率很低，仅在

常水平。ＥＰＡＨ同时给药或ＥＰＡＨ治疗给药也能使

２０％左右。表明ＥＰＡＨ对Ｓ。。。肉瘤生长有抑制作

这３个指标有所提升，其中以７５ ｍｇ／（ｋｇ·ｄ）剂量

用，但抑制率随给药的时间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见

组最为显著，见表３。

表１。

２．３．２

２．２对肿瘤细胞体外生长的抑制作用：ＥＰＡＨ对３

ＥＰＡＨ给药的第５天便显示出对小鼠淋巴细胞增

种实验肿瘤细胞株的生长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

殖的促进作用，并随给药时间增加而越来越显著。不

其抑制率随浓度二倍递增而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同剂量的ＥＰＡＨ对小鼠淋巴细胞增殖的促进作用

质量浓度为１００＞ｇ／ｍＬ时抑制率最大，且与阳性对

不同。ＥＰＡＨ在２０～６０ ｍｇ／（ｋｇ·ｄ）对淋巴细胞增

照药环磷酰胺的抑制率接近。当质量浓度增加到

殖的促进作用随剂量的增加而加强。８０ ｍｇ／（ｋｇ·

２００

ｄ）以上剂量组对淋巴细胞增殖的促进作用随剂量

Ｆｔｇ／ｍＬ时，对Ｓｍｃｃ７７２１细胞的抑制率略有下

ｍｇ／（ｋｇ·ｄ）剂量组可使这３个指标恢复到正

对正常小鼠淋巴细胞增殖的促进作用：

降，而对Ｓ，。。和ＨｅＬａ细胞的抑制率则分别降为

的增加而呈减弱的趋势，见表４。

２２．８９％和３８．２６％，见表２。

２．３．３对ＮＫ细胞杀伤活性的影响：ｉｐ给予环磷酰

２．３对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胺导致小鼠ＮＫ细胞杀伤活性显著降低（Ｐ＜ｏ．０１）。

２．３．１对免疫器官指数及免疫细胞数量的影响：结

３个剂量的ＥＰＡＨ均能显著地提高环磷酰胺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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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剂量／（ｍｇ·ｋｇ＿１）

与正常组比较：一Ｐ＜Ｏ．０１；

胸腺指数／（ｍｇ·９１）

Ｖ５

ｍｏｄｅｌ

ＥＰＡＨ对小鼠淋巴细胞增殖的影响（ｘ－４－ｓ，厅一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ＰＡＨ

Ｔａｂｌｅ ４

ｉｎ

ｏｎ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ｅ（；土Ｓ，开一５）

剂量／

淋巴细胞／个（１×１０６）

脾脏指数／（ｒａｇ·ｇ－ｔ）

第５天

ｇｒｏｕｐ

２．３．４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产生ＮＯ及细胞因子
的影响：ＥＰＡＨ对巨噬细胞产生ＮＯ及细胞因子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在１２．５～１００ ｐｇ／ｍＬ明显促进

淋巴细胞／（１×１０６·ｍＬ－Ｉ）

组别（ｍｇ．ｋ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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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组比较：△Ｐ＜ｏ．０５△△Ｐ＜ｏ．０１

’”Ｐ＜Ｏ．０１口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６Ｐ＜Ｏ．０５△△Ｐ＜Ｏ．０１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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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第ｌｏ天

第１５天

ＮＯ形成并呈浓度依赖性，２００／１９／ｍＬ以上促进作
用有所减弱。在１２．５～５０ ｔｌｇ／ｍＬ ＥＰＡＨ对ＴＮＦ—ａ

释放的促进作用也呈现出浓度依赖性，在５０
ｇｇ／ｍＩ．时促进作用最为显著，１００ ｔｔｇ／ｍＬ以上时促

进作用减弱。ＥＰＡＨ对ＩＬ一１ｐ释放的促进作用在
２５

与空白组比较：’Ｐ＜Ｏ．０５’’Ｐ＜Ｏ．０１…Ｐ＜Ｏ．００１
‘Ｐ＜Ｏ．０５’＋Ｐ＜Ｏ．０１…Ｐ＜Ｏ．ＯＯｌ口ｓ

ｂｌ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ｔｔｇ／ｍＬ时最为显著，５０ ｇｇ／ｍＬ以上促进作用随

浓度的二倍增加逐渐减弱，见表５。
表５

和ＩＬ一１ｐ的影响（；士ｓ，弹一５）

的免疫低下小鼠ＮＫ细胞的杀伤活性，其中以７５
ｒａｇ／（ｋｇ·ｄ）剂量组最为显著（Ｐ＜ｏ．０１），见图１。

ＥＰＡＨ对小鼠巨噬细胞产生ＮＯ、ＴＮＦ—ａ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ＰＡＨ

ｏｎ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ｏｆ ＮＯ，ＴＮＦ—ａ．ａｎｄ

ＩＬ—ｌＤ ｆｒｏｍ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ｉｎ

ｍｉｃｅ（ｚ±ｓ，ｎ一５）

９ｂ＼赳，蜒￥张霉最芝
∞加∞卯∞如加ｍ
ｏ

１

２

３

４

５

与空白组比较：＋Ｐ＜Ｏ．０５
１一正常２一环磷酰胺３－－５－ＥＰＡＨ（５０、７５、１００ ｍｇ／ｋｇ）
与正常组比较：ｚＸｐ＜０．０１

与环磷酰胺组比较：＋Ｐ＜Ｏ．０５～Ｐ＜Ｏ．０１
ｌ—ｎｏｒｍａｌ

Ｚ－ｃｙｔｏｘａｎ

３—５一ＥＰＡＨ（５０，７５，１００ ｍｇ／ｋｇ）

△尸＜Ｏ．０１口５ ｎｏｒｍａｌ
＋Ｐ＜０．０５

图１

Ｆｉｇ．１

一Ｐ＜０．０１ ｗ

一ｆ’＜Ｏ·０１

＋Ｐ＜Ｏ．０５‘’Ｐ＜Ｏ．０１口ｓ ｂｌ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３讨论

本实验结果表明，ＥＰＡＨ对Ｓ。。。肉瘤的生长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其抑制率随给药时间的不同而表

ｇｒｏｕｐ；
ｃｙｔｏｘａｎ ｇｒｏｕｐ

现出很大差异。预防给药和与接种肉瘤同时给药都

ＥＰＡＨ对小鼠ＮＫ细胞杀伤活性

能显著地抑制肉瘤生长，且多数剂量的抑制率均在

的影响（ｘ±５，ｎ－－１０）

４０％以上。体外实验表明，ＥＰＡＨ对Ｓｍｃｃ７７２１肝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ＰＡＨ
ｉｎ

ｏｎ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ＮＫ

ｍｉｃｅ（工±ｓ，露一１０）

癌细胞、ＨｅＬａ细胞、Ｓ。。。细胞的生长也表现出显著的
抑制作用，最大抑制率分别在７３．５６％、６１．１６％和

·１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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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２９％，说明酸性多糖ＥＰＡＨ具有抗肿瘤活性，并
且可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荷瘤小鼠的淋巴细胞由于受到肿瘤细胞的诱导
而逐渐凋亡［１引，导致胸腺与脾脏明显萎缩，血液淋

抗肿瘤活性。有关ＥＰＡＨ抗肿瘤活性的其他机制有
待进一步研究。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３

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ｏｐｄ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ｆｒｏｍ ｈａｌｏｐｈｉｌｉｃ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

巴细胞数量大大减少。经ＥＰＡＨ预防给药或同时给
药的荷瘤小鼠的胸腺、脾脏以及血液淋巴细胞的数

ｔｅｒｉｕｍ ａｐｈａｍｏｔｈｅｃｅ ｈａｌｏｐｈｙｔｉｃａ ＧＲ０２：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ｘａｎｔｈａｎ［Ｊ］．Ｇａｒｂｏｎｈｙｄ Ｐｏｌｙｍ，２００１，４４：２６１—２６８．
［２］Ｏｕ Ｙ，Ｌｉｕ Ｚ Ｌ．Ｓｏｍｅ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量恢复到正常水平。脾脏和胸腺是淋巴细胞成熟的
重要场所，这两个免疫器官的萎缩是导致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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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器官的质量并促进淋巴细胞增殖来实现的。
ＮＫ细胞是细胞免疫中的非特异性细胞，是机

［５３

用，能非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其杀伤作用不需抗原
预先致敏，也不需要抗体参加，不受主要组织相容性
（抗原）复合物（ＭＨＣ）限制，为机体抗肿瘤的第一
道防线［１ ３｜。ＥＰＡＨ显著提高ＮＫ细胞的杀伤活性，
可能是其抗肿瘤活性的另一重要机制。
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过程中的重要效应细
胞，巨噬细胞的活化需要刺激和启动两个步骤，ＬＰＳ
是常用的巨噬细胞启动剂和活化剂［１１｜。巨噬细胞激
活后表达ｉＮＯＳ的ｍＲＮＡ，再转录成ｉＮＯＳ，催化产
生大量的ＮＯ。高水平的ＮＯ是杀伤肿瘤细胞的主
要介质，在体内可直接杀伤肿瘤细胞和介导巨噬细
胞杀伤肿瘤细胞，最终破坏肿瘤细胞内三羧酸循环
中的顺乌头酸酶和线粒体呼吸链，阻断肿瘤细胞的
能量代谢，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或引起肿瘤细
胞的死亡［１ ４｜。激活的巨噬细胞还分泌ＩＬ一１和ＴＮＦ一
０［。ＩＬ一１进而刺激巨噬细胞表达ｉＮＯＳ，从而进一步
促进ＮＯ的形成［１引。ＴＮＦ—ａ则诱导肿瘤细胞的程序
性死亡［１ ６｜。实验结果显示，ＥＰＡＨ显著地提高巨噬

细胞产生的ＮＯ、ＩＬ一１和ＴＮＦ—ａ的水平，说明
ＥＰＡＨ还可能通过激活巨噬细胞表达相应产物实
现其抗肿瘤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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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ＥＰＡＨ对肿瘤细胞的生长有显著的
抑制作用，其抗肿瘤作用机制除了增加免疫器官的
质量和促进免疫细胞增殖外，还通过提高ＮＫ细胞
的杀伤活性以及激活巨噬细胞表达相应产物实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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