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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神效散外用对急性软组织损伤后肿瘤坏死因子 -α、
白细胞介素 -1β 的影响
王爱国 1， 谷福顺 2， 郑昆仑 2， 陆
摘要

军 1， 赵

允 1， 王晓辉 3

目的：探究神效散外用对急性软组织损伤后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 -β（IL-1β）的影响。方法：

将 50 只大鼠随机分为 5 组，神效散高、中、低剂量组，空白敷贴阴性对照组，扶他林阳性对照组，建立局部软组织损伤模
型，连续给药 7 d 后，检测血清和肌肉组织中 TNF-α 和 IL-1β 的含量。结果：第 4 天时，每组血清中 TNF-α、IL-1β 含
量与阴性对照组均有统计学差异（P <0.05）；第 4 天时，高剂量组与中剂量组肌肉组织中 TNF-α、IL-1β 含量与阴性对照
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第 7 天时中剂量组和低剂量组血清 TNF-α、IL-1β 含量与阴性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
第 7 天时，中剂量组肌肉组织中 TNF-α、IL-1β 含量与阴性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中剂量组神效散外用
对急性软组织局部损伤模型有较好的抗炎作用，其机制可能是使损伤组织中 TNF-α、IL-1β 含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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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xiao San Powder for External Use on the Influence of TNF-α and IL-1β after Acute Soft Tissue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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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Shenxiao San Powder for external use on the influence of TNF-α
and IL-1β after acute soft tissue injury. Methods The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 name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high, medium and low doses of Shenxiao San Powder,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egative
blank application and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with Votalin. The local soft tissue injury model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levels of TNF-α and IL-1β in serum and muscle tissues were observed after 7 consecutive days of
administration. Results On the 4th day,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erum levels of
TNF-α and IL-1β in each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On the 4th day, the levels
of TNF-α and IL-1β in the muscle tissues of the high-dose group and the middle-dose group were signiﬁ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On the 7th day, the serum levels of TNF-α and
IL-1β in the medium dose group and the low dose group were signiﬁ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On the 7th day,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vels of TNF-α and
IL-1β in the muscle tissue of the medium dose group and th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medium dose Shenxiao San Powder has a good anti-inflammatory effect on the model of acute local soft
tissue injury.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decrease of TNF-α and IL-1β in the injured tissue.
Key words: Acute soft tissue injury; Shenxiao San powder for external use; local damage model; TNF-α;
IL-1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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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软组织损伤是指各种外来暴力直接或间
接作用于机体，包括皮肤、筋膜、肌肉韧带、滑
膜、肌腱等软组织损伤，造成受创部位疼痛、肿胀、
肤色青紫或有瘀斑、肢体活动障碍等，病理本质
以局部急性炎症和组织修复为主，是运动系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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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疾病，发病率近年来呈逐渐增高趋势 [1-2]。神效
散长期应用于急性软组织损伤的治疗中，收到了
满意的疗效。但其治疗机制尚需进一步探究，为
此进行本项实验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药物 实验组：三个梯度浓度的神效散散
剂，贮存条件：按产品要求贮存于 4℃。对照组：
阴性空白对照；扶他林（山德士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VP0981），用作阳性对照。
1.1.2 设备 BSA224S CW 型电子分析天平（德
国赛多利斯公司）
，Z92-BD 多功能搅拌器（天津
利华仪器厂）。
1.2 造 模 方 法 50 只 SPF 级 180 ～ 220 g 雄 性
SD 大鼠。采用 10 % 硫化钠溶液脱除大鼠小腿部
鼠毛，用自制撞击器（160 g 重量，固定高度，撞
击接触面直径 0.8 cm）在大鼠小腿中部外侧连续
打击 7 次，造成局部软组织挫伤模型。
1.3 实验步骤 将大鼠随机分为 5 组，即阴性空
白对照组、阳性扶他林对照组和神效散高、中、
低剂量组，每组 10 只，标识大鼠并称量体重。将
药物涂布在纱布上并固定到已备皮的大鼠损伤皮
肤，过夜，连续给药 7 d，1 次 /d。涂布面积以超
过受损区面积 1/2 以上为度。
1.4 观察指标
1.4.1 血清 IL-1β 和 TNF-α 含量 造模后 4 d、
7 d，于眼眶取血，3 500 r/min 离心 15 min 取血清，
表1
组别

例数 (n )

采用 ELISA 试剂盒测定血清中 IL-1β 和 TNF-α
含量。
1.4.2 肌肉组织 IL-1β 和 TNF-α 含量 取造模
后 4 d，各组处死 5 只大鼠，造模后 7 d，各组处
死 5 只大鼠，用手术刀切开大鼠受打击部位皮肤，
分离皮下组织，切取受打击部位中心呈青紫色的
肌肉组织，用生理盐水漂洗 1 min，滤纸吸干，分
析天平称取 (100±5) mg 组织，每 10 mg 组织加
入生理盐水 0.5 mL，于匀浆器中缓慢而均匀地研
磨 15 min，至匀浆液呈均匀一致悬浊液，倒入试
管中在高速冷冻离心机以 2 500 r/min 离心 15 min，
收 集 上 清 液， 用 ELISA 试 剂 盒 测 定 IL-1β 和
TNF-α 含量。
1.5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23.0 处理数据，计量
资料用
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比
较采用 LSD-t 检验，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TNF-α 含量 第 4 天时，每组血清中含量
与阴性对照组均有统计学差异（P <0.05）；第 4 天
时，高剂量组与中剂量组肌肉组织中含量与阴性
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第 7 天时，中剂
量组和低剂量组血清含量与阴性对照组有统计学
差异（P <0.05）；第 7 天时，中剂量组肌肉组织中
含量与阴性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提示
神效散可使急性软组织损伤后血清和肌肉组织中
的 TNF-α 含量减低，见表 1。

各组大鼠血清及肌肉 TNF-α 含量比较
血清

肌肉

4 d（pg/mL）

7 d（pg/mL）

4 d（pg/mL）

7 d（pg/mL）

阴性对照组

10

154.70±14.62

142.34±11.71

149.7±15.74

132.34±14.39

神效散低剂量组

10

139.26±11.52a

129.43±9.21a

141.37±12.68

120.62±11.43

神效散中剂量组

10

127.42±10.37a

119.42±6.33a

129.75±10.3a

117.42±9.44a

神效散高剂量组

10

142.45±11.39a

131.62±8.23

132.88±14.12a

119.62±16.27

阳性对照组

10

140.84±14.78 a

134.67±10.44

138.92±13.24

126.67±14.27

注：a与阴性组比较，P <0.05

2.2 IL-1β 含量 第 4 天时，每组血清中含量与
阴性对照组均有统计学差异（P <0.05）；第 4 天时，
高剂量组与中剂量组肌肉组织中含量与阴性对照
组 有 统 计 学 差 异（P <0.05）；第 7 天 时， 中 剂 量
组和低剂量组血清含量与阴性对照组有统计学差

异（P <0.05）；第 7 天时，中剂量组肌肉组织中含
量与阴性对照组有统计学差异（P <0.05）。提示神
效散可使急性软组织损伤后血清和肌肉组织中的
IL-1β 含量减低，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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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组别

例数 (n )

各组大鼠血清及肌肉 IL-1β 含量比较
血清

肌肉

4 d（pg/mL）

7 d（pg/mL）

4 d（pg/mL）

7 d（pg/mL）

阴性对照组

10

97.70±15.74

80.34±14.39

95.43±9.45

78.27±11.97

神效散低剂量组

10

83.37±12.68a

69.62±11.43a

84.37±10.97

70.46±13.41

神效散中剂量组

10

76.75±10.31a

60.42±9.44a

78.33±11.91a

65.31±10.67a

神效散高剂量组

10

82.88±14.12a

70.62±16.27

82.10±15.21a

69.77±14.36

阳性对照组

10

85.92±13.24a

71.67±14.27

86.66±14.03

73.26±10.47

注：a与阴性组比较，P <0.05

3

讨论
急性软组织损伤属中医筋伤范畴，是一种以
骨骼肌组织损伤为主要病理表现的无菌性炎症反
应性疾病 [3-4]。局部组织坏死、毛细血管扩张、炎
性细胞膨胀、炎症介质释放、组织水肿等是其主
要病理过程 [5]。病理反应进程中，主要为无菌性
炎症反应所引发的各种炎性介质和多种致炎细胞
因子的分泌与释放 [6]。TNF-α 是 TNF 家族的重
要成员，亦是一类拥有多种生物效能的炎性介质，
是炎症反应过程中出现最早、最重要的炎性介质，
能激活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使血管内皮细胞
通透性增加，调节其他组织代谢活性并促使其他
细胞因子的合成和释放 [7-8]。研究表明，TNF-α
可诱导引发炎症反应与诱导形成 IL-1、IL-6 等各
类炎性因子，诱发和扩大炎症反应，通过刺激、
生成超氧化物，释放出溶酶体而损伤组织细胞，
使炎性介质聚集，故 TNF 含量水平与损伤严重程
度呈正相关 [5]。IL-1β 是炎性反应过程中一个重
要介质，组织受损后，炎症部位及脊髓水平的浓
度都会升高，而且还能诱导其他促炎因子释放，
促进、维持炎症反应，引发炎性疼痛，在炎症反
应中起重要作用 [9-10]。
本 次 实 验 中， 第 4 天 时， 各 神 效 散 组 血 清
TNF-α、IL-1β 含量与阴性对照组，都有所减少，
均有统计学意义，以中剂量组最明显；而肌肉组织
TNF-α、IL-1β 含量中剂量组与高剂量组低于阴
性对照组，且中剂量组更明显。在第 7 天时，低
剂量和中剂量组血清 TNF-α、IL-1β 含量与阴性
对照组，都有所减少，均有统计学意义，以中剂
量组最明显；而肌肉组织 TNF-α、IL-1β 含量只
有中剂量组低于阴性对照组。提示急性软组织损

伤后中剂量组神效散外用可使 TNF-α、IL-1β 的
含量明显降低，利于损伤后的恢复。
神效散为使用 10 余年的制剂，在中医外治治
疗急性软组织损伤方面疗效显著 [11-13]。方中栀子、
大黄、泽兰、侧柏叶、赤芍、天花粉清热泻下通经、
利水消肿，桂枝、羌活、白芷辛温散寒、消肿止痛，
沉香降气止痛，血竭、三七、乳香、没药、紫荆
皮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同时辅以骨碎补、续断
接骨续筋 [14]。通过本次实验，进一步证实了神效
散外用的临床疗效，同时证实临床外用神效散外
用不是越多越好，达到中等剂量即可达到临床较
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减少损伤组织中炎性与
促炎介质分泌和释放，促进炎性因子代谢有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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