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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具有抗衰老功效的药品

中的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具有抗

衰老功效的食品、药品或保健食品中的应用，所

述中药组合物，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制

成：仙草1000～3500份、鸡蛋花135～900份、布渣

叶45～900份、菊花180～900份、金银花180～900

份、夏枯草180～900份、甘草45～900份。结果显

示，该中药组合物能够明显延长秀丽线虫寿命、

提升吞咽能力和运动能力、提高对热力胁迫和百

草枯诱导的氧化胁迫的应激能力，缓解Aβ1‑42和

Poly‑Q介导神经毒性，因而该中药组合物具有改

善生理功能、抗应激作用、防治神经退行性疾病

及延长寿命的作用，从多方面证实其具有抗衰老

作用，能够用于制备具有抗衰老功效的药品、保

健食品或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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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具有抗衰老功效的药品中的应用，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

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制成：

仙草1000～3500份、鸡蛋花135～900份、布渣叶45～900份、菊花180～900份、金银花

180～900份、夏枯草180～900份、甘草45～90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

分制成：

仙草1500～2500份、鸡蛋花300～500份、布渣叶300～500份、菊花300～500份、金银花

300～500份、夏枯草300～500份、甘草300～500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

分制成：

仙草1900～2500份、鸡蛋花350～450份、布渣叶350～450份、菊花350～450份、金银花

350～450份、夏枯草350～450份、甘草350～450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

分制成：

仙草2200份、鸡蛋花400份、布渣叶400份、菊花400份、金银花400份、夏枯草400份、甘草

400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按照配方量配制各原料组分后，加水提取；

浓缩所得提取液，得浓缩液，即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的用量为所述原料组分重量的6‑20

倍。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提取的时间为0.5‑3h。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加水后，先浸泡10‑50分钟，再进行所述提

取。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浓缩液的浓度为9‑14Be。

10.根据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还包括药品上

可接受的辅料或辅助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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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具有抗衰老功效的药品中的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组合物的新应用，特别是涉及一种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具有抗衰老

功效的食品、药品或保健食品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衰老(ageing)是一个多环节的生物学过程，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机制颇

为复杂，涉及到机体各个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改变，可分为生理性衰老和病理性衰老。生理性

衰老是机体随着年龄的增加，在代谢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进行性的必然阶段，是机体健康

水平和维持自身内稳态能力的退行性改变，具体可表现为皮肤松弛发皱、老年斑出现、毛发

逐渐变白和稀少、骨质疏松且变脆、性腺和肌肉萎缩、血管硬化、神经退行性改变及免疫功

能低下等。而机体的这种生理性衰老表现(如组织结构发生的退行性变化、器官功能的减退

以及对内外环境的自稳能力的减弱)，会进一步发展成病理性衰老而诱导心脑血管疾病、糖

尿病、肿瘤、阿兹海默症和帕金森等疾病的发生率增加，这两种衰老形式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引起机体趋向死亡，从而最终导致机体寿命的降低。

[0003] 目前还没有一种学说能完全解释衰老现象。有关衰老的学说颇多，如自由基学说、

端粒学说、遗传学说、分子交联学说、神经内分泌学说、体细胞突变学说、免疫学说、代谢废

物积累学说等。Harman提出的自由基学说是世界上公认的衰老学说之一，其认为衰老是有

机体在细胞的代谢过程中大量产生的自由基造成的。过多的自由基会引起细胞内的生物大

分子如蛋白质、脂类和核酸等氧化损伤，超出了机体的清除速度，氧化系统和抗氧化系统失

衡，产生大量的脂质过氧化物和丙二醛，使机体各组织或脏器出现损伤和功能丧失，从而导

致衰老。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是机体

抗氧化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来降低细胞内的氧化应激反应而

发挥重要的抗氧化作用，其中，SOD是生物体内清除自由基的首要物质，其水平的高低是评

价衰老的最直观指标。

[0004] 鉴于此，市场上流通的抗衰老产品主要成分通常为具有抗氧化作用的物质，即抗

氧化剂，其通过帮助捕获并中和自由基，从而祛除自由基对人体损害。而目前常见的抗氧化

剂主要包括：抗氧化酶，如SOD、CAT和GSH‑Px等；非抗氧化酶，如Vit  C、Vit  E、茶多酚、β‑胡

萝卜素、微量元素铜、锌、硒等。然而，这些具有预防和控制衰老的产品其实际效果往往表现

不佳，且部分产品副作用明显。因此，综合运用多种途径解决衰老问题，通过多层面、多角度

深入研究和开发出功效更加突出的延缓衰老的食品、药品或保健食品已逐渐成为必然趋

势。

[0005] 中国专利CN102793038A公开一种中药组合物，其原料组成包括仙草  1000～3500

份、鸡蛋花135～900份、布渣叶45～900份、菊花180～900份、金银花180～900份、夏枯草180

～900份、甘草45～900份。各原料组分互相配伍，具有祛火除湿、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的功

效。目前，该中药组合物尚无关于抗衰老功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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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基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具有抗衰老功效的食品、药品或保健

食品中的应用。

[0007] 一种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具有抗衰老功效的食品、药品或保健食品中的应用，所述

中药组合物，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制成：

[0008] 仙草1000～3500份、鸡蛋花135～900份、布渣叶45～900份、菊花180～900  份、金

银花180～900份、夏枯草180～900份、甘草45～900份。

[000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制成：

[0010] 仙草1500～2500份、鸡蛋花300～500份、布渣叶300～500份、菊花300～500  份、金

银花300～500份、夏枯草300～500份、甘草300～500份。

[001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制成：

[0012] 仙草1900～2500份、鸡蛋花350～450份、布渣叶350～450份、菊花350～450  份、金

银花350～450份、夏枯草350～450份、甘草350～450份。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按照配方量配制各原料组分后，加水提取；

[0015] 浓缩所得提取液，得浓缩液，即可。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水的用量为所述原料组分重量的6‑20倍。

[001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提取的时间为0.5‑3h。

[001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加水后，先浸泡10‑50分钟，再进行所述提取。

[001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浓缩液的浓度为9‑14Be。

[002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药组合物还包括食品、药品、保健食品上可接受的辅

料或辅助性成分。

[002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食品为凉茶。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3] 本发明提供了活性成分主要为仙草、鸡蛋花、布渣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的中药组合物的新应用。通过研究发现，该中药组合物能够明显延长秀丽线虫的寿命，提升

吞咽能力和运动能力、提高对热力胁迫和百草枯诱导的氧化胁迫的应激能力，缓解Aβ1‑42

和/或Poly‑Q积聚诱导的神经毒性，因而该中药组合物具有改善生理功能、抗应激作用、防

治神经退行性疾病及延长寿命的作用，从多方面证实其具有抗衰老作用，能够用于制备具

有抗衰老功效的药品、保健食品或食品，提供了该中药组合物的新用途，也为抗衰老提供了

新的途径。另外，该中药组合物可以作为日常饮料饮用，适应性好，无副作用，符合现代人的

需求。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对照组和中药组合物组(P10、P30、P50)秀丽线虫的寿命(A)和生殖能力(B)

对比；

[0025] 图2为对照组和中药组合物组(P10)秀丽线虫的E.coli  OP50生长曲线对比；

[0026] 图3为对照组和中药组合物组(P10)秀丽线虫的运动能力(A)、吞咽能力  (B)对比；

[0027] 图4为对照组和中药组合物组(P10)秀丽线虫的抗氧化应激能力(A)、抗热应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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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B)、SOD‑3蛋白荧光表达(C)和SOD‑3量化表达(D)对比；

[0028] 图5为对照组和中药组合物组(P10)秀丽线虫的CL4176瘫痪曲线(A)、  AM140瘫痪

曲线(B)对比；

[0029] 图6为对照组和中药组合物组(P10)秀丽线虫的DAF‑16在细胞内分布对比。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具有抗衰老功效的食品、药品

或保健食品中的应用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1] 实施例1

[0032] 本实施例为所述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具有抗衰老功效的食品、药品或保健食品中的

应用研究。

[0033] 1、材料与方法

[0034] 1.1实验试剂及设备

[0035] 1.1.1实验试剂

[0036] 秀丽线虫生长固体培养基(NGM)组成包括：NaCl，蛋白胨，琼脂，链霉素，胆固醇，

CaCl2，MgSO4，制霉菌素。秀丽线虫裂解液组成包括：NaOH，家用漂白剂。秀丽线虫为N2野生型

秀丽线虫(C.elegans，the  Bristol  strain  N2)，雌雄同体。大肠杆菌OP50(Escherchia 

coli  OP50；E.coli  OP50)为尿嘧啶合成缺陷菌株，在NGM上生长缓慢，不影响在显微镜下观

察秀丽线虫的清晰度。

[0037] 中药组合物试样：由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制成：仙草2200份、鸡蛋花400  份、布

渣叶400份、菊花400份、金银花400份、夏枯草400份、甘草400份。制备方法如下：

[0038] 1)原料处理：选择用于制备中药组合物试样的中药原材料，洗净、切碎之后按照配

方量配制；

[0039] 2)水提：于所述原材料中加入6倍于原材料重量的水，浸泡15分钟后，提取1h，得水

提液；

[0040] 3)浓缩：将所述水提液浓缩至浓度为9Be，得中药组合物试样。该中药组合物试样

经过灭菌包装后即为凉茶。也可进一步加入药品、保健食品、食品上可接受的辅料制成药

品、保健食品或凉茶之外的其它食品。其中，所述的食品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食品，不强调特

定功能和特定人群；保健食品是指具有一定保健功效的食品，具有特定的功能且一般有特

定的食用人群。

[0041] 1.1.2设备(表1)

[0042] 表1实验主要仪器

说　明　书 3/11 页

5

CN 111904993 B

5



[0043]

[0044] 2.2实验溶液及培养基的配制

[0045] ①1M磷酸钾缓冲液：KH2PO4  108.39g，K2HPO4  35.69g，加水至1L，调pH 值至6.0。

[0046] ②M9缓冲液：KH2PO4  3g，Na2HPO4  6g，NaCl  5g，MgSO4  0.12g，加入蒸馏水至1L，121

℃高压灭菌20min。

[0047] ③秀丽线虫裂解液：NaOH  0.1g，加4mL纯水和1mL  NaCl，混合摇匀。秀丽线虫裂解

液现配现用。

[0048] ④LB液体培养基：LB肉汤21g，加水至1L，121℃灭菌15分钟，宜现用现配。

[0049] ⑤秀丽线虫生长固体培养基(Nematode  Growth  Medium，NGM)：氯化钠3g，琼脂粉

17g，胰蛋白胨2.5g，加入975mL蒸馏水，121℃，高压灭菌30min，然后在无菌条件下加入5mg/

mL胆固醇1mL(用无水乙醇配制)，1M  CaCl2、1M MgSO4各1mL和1M  pH6.0磷酸钾缓冲液25mL。

摇匀后，在无菌条件下，将培养基分装到培养皿(直径55mm平板)中，10mL/板，用前在室温下

放置2至3天，再涂布菌液。

[0050] 2.3实验方法

[0051] 2.3.1秀丽线虫的准备

[0052] ①秀丽线虫的培养与传代

[0053] 参照文献方法(S .Brenner，The  genetics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 

Genetics77:71‑94，May  1974)，在无菌条件下，切一块含有秀丽线虫较多的培养基，转移新

的OP50的NGM培养基上即可，在标准培养条件(20℃，湿度40～60％)  下培养，秀丽线虫会自

动由食物较少的培养基边缘爬到食物较多菌苔中去。由于秀丽线虫非常容易通过培养基表

面空隙钻入琼脂内，因此培养秀丽线虫时，应尽量选择表面光滑，无气泡、划痕的琼脂板。约

培养48小时，可进行同期化。

[0054] ②秀丽线虫的同期化

[0055] 采用高氯酸钠漂白法(Brian  Onken  et  al .，Metformin  induces  a  dietary 

restriction‑like  state  and  the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to  extend  C.elegans 

healthspan via  AMPK ,LKB1 ,and  SKN‑1，PLOS  one：January  2010，Volume5，Issue1，

8758)：在无菌条件下，用已高温灭菌的M9缓冲溶液将正处于产卵期的秀丽线虫洗至  2mL无

菌管中，加1mL裂解液裂解秀丽线虫，振荡3～5min，置低速离心机上  3000rpm离心1min，弃

上清，再用M9冲洗秀丽线虫2次，置低速离心机上3000rpm  离心1min，弃上清后用移液枪吸

取2mL无菌管底部剩余的0.1mL秀丽线虫滴于  NGM的无菌区，在标准培养条件下培养，约51h

后裂解的秀丽线虫体内的受精卵基本发育成L4期幼虫，完成同期化用于试验。

[0056] 2.3.2不含与含所述中药组合物试样的NGM的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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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①E.coli  OP50的培养

[0058] 挑取OP50的菌种接于100mL  LB液体培养基中，在37℃，170rpm条件下，振荡培养

12h，至OD600＝0.4，用于接种NGM喂养正常组秀丽线虫。培养好的菌液若不是立即使用完，

用10mL无菌管分装约每管8mL置于4℃医用冷藏箱中备用。

[0059] ②不含所述中药组合物试样NGM的配制(对照组)

[0060] 在每个NGM平板上加适量的OP50菌液(一般直径55mm平板加100μL)，用移液器取

100μL  OP50菌液均匀地涂布在NGM平板中央，尽量使菌液边缘距离平板边缘0.5cm左右。涂

布好细菌的NGM平板在室温(21～25℃)下过夜后即可使用，若不是立即使用则将其封膜倒

置置于4℃医用冷藏箱中备用。

[0061] ③含所述中药组合物试样NGM的配制(中药组合物组)

[0062] 根据设定的不同浓度(10mg/mL、30mg/mL、50mg/mL)，在无菌环境下用  10mL容量瓶

分别称取100mg、300mg、500mg所述中药组合物试样，用OP50  菌液定容至10mL，分别标记为

P10(10mg/mL)、P30(30mg/mL)、P50(50mg/mL)。涂布方法同不含所述中药组合物试样NGM的

配制。置于4℃冷藏箱内的平板2  周内尽快用完。

[0063] 2.3.3抗衰老相关试验

[0064] (1)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寿命的影响

[0065] 参照文献方法(Yunjiao  Chen，Brian  Onken，et  al.，Mechanism  of  longevity 

extension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  induced  by  pentagalloyl  glucose  isolated 

from eucalyptus  leaves，J  Agric.Food  Chem.2014，62,3422‑3431)，将刚裂解好的虫卵

加入各组平板上，并放入20℃恒温生化培养箱中培养至L4期幼虫。挑取同期化的L4期幼虫

到新的各组平板上(每个重复30条，每个处理重复4次)继续培养。秀丽线虫生殖期(L4期起4

天内)每天将秀丽线虫转移到新的各组平板中，其它时期每两天转移到新的平板中，以保证

处理化合物的浓度。隔天计数秀丽线虫死亡、存活条数，直至所有组秀丽线虫死亡，实验结

束(秀丽线虫存活天数从卵孵化第一天算起)。秀丽线虫死亡判断标准：用铂丝轻触虫体，无

任何反应，即判断为死亡。虫卵在体内孵化而成袋样虫或逃离出培养基而干死的秀丽线虫

应从统计数据中排除。每组实验都包括一对照组。

[0066] (2)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生殖能力的影响

[0067] 生殖能力的测定：参照文献方法(Brian  Onken  et  al .，Metformin  induces  a 

dietary  restriction‑like  state  and  the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to  extend 

C.elegans healthspan  via  AMPK,LKB1,and  SKN‑1，PLOS  one：January  2010，Volume5， 

Issue1，8758)，化合物处理从秀丽线虫卵开始。挑取10条L4期幼虫平均放到5  个各组平板

上，同时实现了秀丽线虫同期化。在产卵期，每隔24小时将秀丽线虫转移至新平板中直至秀

丽线虫停止产卵。将所有产有卵的平板继续在培养箱中培养，待子代秀丽线虫孵化并进入

L4期时对秀丽线虫子代数目进行计数。每组实验重复3次。

[0068] (3)所述中药组合物对E.coli  OP50生长曲线的影响

[0069] 秀丽线虫寿命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作为食物来源

的大肠杆菌的状态。人们发现作为食物的大肠杆菌被紫外线、热以及抗生素等破坏的时候，

秀丽线虫的寿命都一定程度的延长。为了确定物质延长秀丽线虫寿命的效果是否是通过作

用于大肠杆菌来实现，要检测所述中药组合物对E.coli  OP50生长曲线。在相同的培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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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观察所述中药组合物对E.coli OP50生长曲线的影响。

[0070] (4)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生理功能的影响

[0071] (4‑1)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运动能力的影响

[0072] 培养条件与寿命实验一致，观察第7、12、17天的秀丽线虫运动，并记录秀丽线虫的

运动情况。①秀丽线虫自发运动，不需要触碰刺激，记为Ⅰ；②秀丽线虫必须受到触碰刺激才

运动，记为Ⅱ；③秀丽线虫受到触碰刺激后只摆动头或尾，记为Ⅲ。

[0073] (4‑2)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吞咽频率的影响

[0074] 吞咽频率的测定：在第7，12，17天时随机挑选10条秀丽线虫测定其在30  秒钟内的

吞咽次数(Onken  B,Driscoll  M .，Metformin  induces  a  dietary restriction–like 

state  and  the  oxidative  stress  response  to  extend  C.elegans  healthspan via 

AMPK,LKB1,and  SKN‑1[J].PloS  one，2010，5(1)：e8758)。吞咽频率的测定在室温下，秀丽

线虫转移至涂有菌液(或样品)的新平板上进行。因为挑取转移过程中对秀丽线虫造成一定

的外界刺激，转移后的秀丽线虫不宜太快进行指标的测定，在挑取转移后静置20min再测定

吞咽指标。每组实验进行3次重复，每次重复取10条秀丽线虫。

[0075] (5)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抗应激能力的影响

[0076] (5‑1)在高温胁迫下检测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抗应激能力的影响

[0077] 热应激实验：参照文献方法(Honda  Y ,Honda  S .，The  daf‑2gene  network  for 

longevity  regulates  oxidative  stress  resistance  and  Mn‑superoxide  dismutase 

gene expression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J].，The  FASEB  journal，1999，13(11)： 

1385‑1393)，经所述中药组合物处理4天的野生型秀丽线虫从20℃转移到35℃。转移后，每

小时记录秀丽线虫的存活率并及时移走那些因为脱水而死亡的秀丽线虫。

[0078] (5‑2)在氧化胁迫下检测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抗应激能力的影响

[0079] 氧化应激实验：在挑虫第10天将虫转移至加入了诱导氧化胁迫剂‑百草枯  (最终

浓度：10mM)的固体培养基中，百草枯是一种细胞内游离的物质，能诱导多种氧化应激的自

由基生成化合物(Wu  J  Z,Huang  J  H,Khanabdali  R,et  al.，  Pyrroloquinoline  quinone 

enhances  the  resistance  to  oxidative  stress  and  extends lifespan  upon  DAF‑

16and  SKN‑1activities  in  C.elegans[J].，Experimental gerontology，2016，80：43‑

50)。之后每12小时观察秀丽线虫并记录秀丽线虫的存活情况。

[0080] (5‑3)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SOD‑3基因表达的影响

[0081] SOD‑3::GFP突变体秀丽线虫(CF1553)是绿色荧光蛋白同SOD‑3基因融合表达的，

其携带SOD‑3::GFP报告基因。在氧化胁迫下，突变体秀丽线虫CF1553 中绿色荧光蛋白会表

达出来，绿色荧光蛋白的表达能够反映出SOD‑3的水平。将CF1553突变体裂解同期化后，置

于NGM培养基上培养。在20℃下培养4  天的CF1553突变体秀丽线虫转移到未经涂菌的空白

NGM上，在虫体上滴加麻醉剂对秀丽线虫进行麻醉，有利于后续拍照。每组随机挑选15条秀

丽线虫置于滴有PBS缓冲溶液的载玻片上，盖上盖玻片，在蔡司荧光显微镜(ZEISS 

Imager.D2)下，使用100倍(10×10)的放大倍数和适合的滤片设置及单色数码相机进行拍

照，分别进行明场(波长220nm)和荧光(波长390nm)下的虫体拍摄，所得照片采用image  J软

件分析结果。

[0082] (6)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CL4176中Aβ1‑42聚集诱导的神经毒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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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秀丽线虫转基因体CL4176  dvIs2[pCL12(unc‑54/human  Aβ1‑42 minigene)

lpRF4]观察：参照文献方法(Martorell  P ,Bataller  E ,Llopis  S ,et  al .，A cocoa 

peptide  protects  Caenorhabditis  elegans  from  oxidative  stress  andβ‑amyloid 

peptide  toxicity[J].，PloS  one，2013，8(5)：e63283)，该突变体通过体壁肌细胞肌球蛋

白启动子驱动Aβ微基因表达人Aβ1‑42。在构建CL4176转基因株时，smg‑1  mRNA监控系统被作

为温度诱导系统。突变体在适宜生长温度15℃中培养时，  smg‑1系统具有活性，能识别并降

解带有错误3'非编码区的Aβ转基因。如在幼虫3期(L3)时将温度升高至非适宜生长温度25

℃，smg‑1系统失活，转基因片段人Aβ1‑42mRNA得以在突变体体壁细胞中表达形成Aβ低聚体，

在24‑36小时内秀丽线虫逐步丧失运动能力。将同期化的虫卵在15℃下培养至L3时将温度

调高至25℃诱导人Aβ1‑42低聚体表达。所述中药组合物处理从卵开始，秀丽线虫进入L3期

时，将温度升高至25℃，每隔2h观察秀丽线虫运动。当秀丽线虫仅头部做微摇摆运动，身体

不再做滚动划圈运动，在碰触刺激下亦不能诱导其身体移动时，定义为瘫痪。由于瘫痪秀丽

线虫仅能微摇摆头部取食，因此其头部周围通常会形成一扇状细菌空白区域(halos)，具有

halos的秀丽线虫也可定义为瘫痪。

[0084] (7)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AM140中poly‑Q聚集诱导神经毒性的影响

[0085] 秀丽线虫突变体AM140(rmIsl32[P(unc‑54)Q35::YFP])观察：该突变体通过体壁

肌细胞肌球蛋白启动子(myosin  promoter)驱动Q35::YFP，在体壁肌肉细胞中表达与YFP融

合的poly‑Q重复扩展突变，随年龄的增长，poly‑Q进展性聚结为不可溶性聚集体，诱导秀丽

线虫瘫痪，当轻触虫子尾部，秀丽线虫无前进运动时定义为秀丽线虫瘫痪。每天记录瘫痪秀

丽线虫数目，直至所有秀丽线虫瘫痪。

[0086] (8)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DAF‑16细胞内定位变化的影响

[0087] 选用突变体秀丽线虫TJ356，其DAF‑16：：GFP报告基因。DAF‑16::GFP 的在细胞内

的分布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位于细胞质、核间质、细胞核中。位于细胞质是DAF‑16::GFP的荧

光信号呈弥散状态分布于整个细胞中，在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秀丽线虫通体发出均匀的绿

色荧光。位于细胞核是指DAF‑16::GFP 的荧光信号进入细胞核并聚集在细胞核内，显微镜

下观察秀丽线虫通体呈现点状的绿色荧光。核间质状态则是指DAF‑16::GFP的荧光信号从

细胞质向细胞核内聚集的过程，显微镜下观察秀丽线虫呈现从通体均匀绿色荧光到点状绿

色荧光的中间状态。将同期化后突变体TJ356置于NGM培养基上，在正常条件下培养4天后，

转移秀丽线虫至空白NGM培养基上，同1 .13操作制作玻片，在荧光显微镜(ZEISS 

Imager.D2)下，使用100倍(10×10)的放大倍数和适合的滤片设置及单色数码相机进行拍

照，分别进行明场(波长220nm)和荧光(波长  390nm)下的虫体拍摄，观察DAF‑16在细胞质、

质核间、细胞核中的分布。

[0088] 2.3.4数据统计

[0089] 在秀丽线虫的生命周期内，每48h对其存活、死亡数量进行详细记录，使用Graph 

Pad  Prism  5软件、SPSS  Statistics  19.0软件和Excel表格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0090] 3、结果与分析

[0091] 3.1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寿命及生殖能力的影响

[0092] 表2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寿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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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3]

[0094] 注：同一列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显著差异。

[0095] 由表2和图1A可知，所述中药组合物处理从秀丽线虫L4开始，在20℃条件下培养秀

丽线虫。研究结果发现三个处理浓度的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均具有延长寿命效果，尤其

以10mg/mL浓度样品显著延长秀丽线虫的生命周期。从图1A可以看出，所述中药组合物三个

处理浓度的秀丽线虫存活曲线均比对照组的存活曲线偏右(Log‑rank测验中P<0.0001)，这

说明中药组合物处理的秀丽线虫寿命整体比对照组秀丽线虫的寿命高。本实验中对照组平

均寿命为21.70d，最高寿命为29.50d，当喂食10mg/mL的中药组合物时，秀丽线虫平均寿命

为  26.09d，最高寿命为37.00d，相比对照组，秀丽线虫平均寿命提高了20.23％，最高寿命

提高了25.42％，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当喂食30mg/mL中药组合物时，秀丽线虫平均

寿命为25.28d，最高寿命为35.50d，相比对照组，秀丽线虫的平均寿命提高了16.50％，最高

寿命提高了20.34％，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当喂食50mg/mL中药组合物时，秀丽线

虫平均寿命为23.39d，相比对照组，秀丽线虫的平均寿命提高了7.79％，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而最高寿命为34.50d，相比对照组，秀丽线虫的最高寿命提高了16.95％，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5)。相比对照组，P10、P30均能显著提高秀丽线虫的平均寿命，以P10为最

佳。相比对照组，P10、P30、P50均能显著提高秀丽线虫的最高寿命，以P10为最佳。因此，

10mg/mL的所述中药组合物处理能够显著提高秀丽线虫的平均寿命和最高寿命，并且效果

最佳。选择以P10样品来进行接下来的生理功能等指标的检测实验。

[0096] 进一步地，我们还研究了中药组合物作用之后寿命得以延长的秀丽线虫是否在生

殖能力方面存在缺陷。结果如图1B所示，采用10mg/mL的所述中药组合物处理后的秀丽线虫

与对照组的秀丽线虫生殖能力相当，说明所述中药组合物在延长秀丽线虫寿命的同时，对

秀丽线虫的常规生殖并无延迟或抑制影响。

[0097] 3.2所述中药组合物对E.coli  OP50生长曲线的影响

[0098] 观察P10组以及对照组在11h内对E.coli  OP50生长曲线的影响，OD值(600  nm)的

大小与E.coli  OP50的浓度成正比。由图2A得出，随时间的增加，P10  组和对照组的OP50生

长曲线均呈上升趋势，且在第4h开始增幅变大，P10组一直呈上升趋势，对照组基本呈现波

动增加趋势。由图2B得出，在时间后期，从第11h开始，P10组以及对照组对E.coli  OP50生长

曲线的影响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表明，在培养中期(6‑10h)，所述中药组合物会显著抵制

E.coli  OP50的生长；但在培养后期(11h)，对E.coli  OP50的生长没有显著影响。

[0099] 3.3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生理功能的影响

[0100] 3.3.1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运动能力的影响

[0101] 秀丽线虫的衰老伴随着移动能力及对外界机械刺激反应的退化，随着年龄的增

大，秀丽线虫的移动力逐渐变得缓慢不协调，自发运动能力下降，直至死亡而停止运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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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为研究所述中药组合物是否延缓秀丽线虫移动能力的退化，有效提高其移动能力，

将秀丽线虫移动能力分为三种情况：Ⅰ秀丽线虫自发运动；Ⅱ秀丽线虫受到触碰刺激才运

动；Ⅲ秀丽线虫受到触碰刺激后只摆动头或尾。由图3A可知，在第7天，所有组的秀丽线虫均

进行快速有节奏的自发运动。在第12天，各组的秀丽线虫移动速度开始减缓，对照组的秀丽

线虫中有  3.33％的秀丽线虫需刺激才运动，而中药组合物组中则6.66％的秀丽线虫需要

刺激才运动，其余秀丽线虫均能自发运动，但是速度比第7天稍慢。在第17天，对照组的移动

情况Ⅱ增至23.3％，移动情况Ⅲ增至30％，秀丽线虫能自发移动的速度明显下降，而中药组

合物组的秀丽线虫自发运动的速度也随处理浓度的降低而减慢，其中移动情况Ⅱ、Ⅲ均增

至20％。这说明所述中药组合物能提高秀丽线虫后期(第17天)移动能力，有效延缓秀丽线

虫移动能力的退化。

[0102] 3.5.2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吞咽频率的影响

[0103] 由图3B可知所示，与对照组相比较，中药组合物组在第7、12、17天时都有增加秀丽

线虫吞咽频率的作用，在第12、17天有显著性效果(P<0.05)。因此所述中药组合物在中后期

能显著增加秀丽线虫的吞咽频率。

[0104] 3.4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抗应激能力的影响

[0105] 3.4.1在氧化胁迫下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抗应激能力的影响

[0106] 表3中药组合物对百草枯氧化胁迫下秀丽线虫寿命的影响

[0107]

[0108] 注：同一列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显著差异。

[0109] 分别转移第7天的秀丽线虫到涂有样品的百草枯固体培养基中，由表3可知，对照

组的秀丽线虫平均寿命时间是4.43±0.26d，而涂有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培养基中秀丽线虫

的平均寿命时间是4.95±0.09d，具有显著性差异(P<0.001)。由生长曲线图4A可发现所述

中药组合物明显出现让生长曲线右移的情况。

[0110] 3.4.2在高温胁迫下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抗应激能力的影响

[0111] 表4中药组合物对热胁迫下秀丽线虫寿命的影响

[0112]

[0113] 注：同一列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显著差异。从表4可知，在热应激实验中，与对照组

相比(平均寿命15.36±0.28d；最大寿命21.67±0.58d)，中药组合物组的平均寿命为17.28

±0.84d，最大寿命为23.33±0.58d，能显著性提高秀丽线虫的死亡时间(P<0.05)。由图4B

可知，与对照组相比，中药组合物组能显著使秀丽线虫生长曲线右移(p<0.001)。

[0114] 3.4.3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SOD‑3蛋白表达的影响

[0115] SOD‑3是秀丽线虫体内一种超氧化物歧化酶，也是一种线粒体Mn‑SOD。已有相关研

究(Honda  Y,Honda  S.，The  daf‑2gene  network  for  longevity  regulates oxid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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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resistance  and  Mn‑superoxide  dismutase  gene  expression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J].，The  FASEB  journal，1999，13(11)：1385‑1393)表明，  SOD‑

3与秀丽线虫过氧化损伤引起的衰老有关。CF1553转基因秀丽线虫的荧光可以反映秀丽线

虫体内SOD‑3表达水平，SOD‑3与秀丽线虫过氧化而引起的衰老损失有关，SOD‑3表达增加有

利于延缓秀丽线虫的衰老。

[0116] 由图4C所示，中药组合物组与对照组相比，显示出更高强度的SOD‑3表达，量化后

如图4D所示，中药组合物组的SOD‑3表达显著增加。这表明所述中药组合物能更为显著地提

高秀丽线虫体内的SOD‑3表达水平，从而减少由于过氧化而对秀丽线虫所造成的损伤，延缓

衰老。

[0117] 3.5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CL4176中Aβ1‑42聚集诱导的神经毒性影响

[0118] 表5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CL4176中Aβ1‑42聚集诱导的神经毒性影响

[0119]

[0120] 注：同一列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显著差异。

[0121] 由表5可知，中药组合物组的平均瘫痪时间为11 .67±0 .34h，最大瘫痪时间为

15.33±0 .58h，相对于对照组的平均瘫痪时间10.02±0 .69h、最大瘫痪时间为  14 .33±

0.58h而言，其平均瘫痪时间延长了30.24％，最大瘫痪时间延长了6.9％，因此能显著性提

高秀丽线虫的瘫痪时间(P<0.05)。由图5A可知，所述中药组合物能显著地缓解Aβ1‑42介导的

神经毒性，延缓秀丽线虫突变株CL4176麻痹表型的发生发展，因此所述中药组合物能显著

延长秀丽线虫瘫痪时间(P<0.001)。

[0122] 3.6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AM140中Poly‑Q聚集诱导神经毒性的影响

[0123] 表6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AM140中poly‑Q聚集诱导神经毒性的影响

[0124]

[0125]

[0126] 注：同一列不同的小写字母表示显著差异。

[0127] 由表6可知，中药组合物组的平均瘫痪时间为13.08d；与对照组相比，能显著性提

高秀丽线虫的瘫痪时间(P<0.05)。由图5B可知，中药组合物组的秀丽线虫瘫痪曲线右移。因

此所述中药组合物能显著缓解Poly‑Q介导的神经毒性，延缓秀丽线虫突变株AM140麻痹表

型的发生发展，同时能使秀丽线虫瘫痪曲线显著地发生右移。

[0128] 3.7所述中药组合物对秀丽线虫DAF‑16亚细胞定位的影响

[0129] 研究发现(Murphy  CT ,McCarroll  SA ,Bargmann  CI ,et  al .，Genes  that  Act 

Downstream  of  Daf‑16to  Influence  the  Lifespan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J].， 

Nature，2003，424：277‑283.)DAF‑16是IIS通路的主要转录因子，可以上调许多参与各种形

式应激应答过程蛋白基因的表达，如参与氧化应激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3)、过氧化氢酶

(CTL‑1、2)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  等，从而对于秀丽线虫的生理状况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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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F‑16在细胞内的分布情况与秀丽线虫的寿命相关。daf‑16基因编码的DAF‑16蛋白向细胞

核内转移，能够显著延长秀丽线虫的寿命。

[0130] 为了研究所述中药组合物对于秀丽线虫的延寿作用是否通过促进DAF‑16 蛋白向

细胞核内转移实现，分析不同样品处理DAF‑16在细胞内的分布情况。统计结果表明(图6)，

中药组合物组的秀丽线虫体内的DAF‑16在细胞核内分布比例明显提高，DAF‑16::GFP荧光

在细胞核的秀丽线虫的比例从对照组的  20.35％增加至38.19％，能够显著提高DAF‑16的

入核率。因此，这说明所述中药组合物介导秀丽隐杆线虫的寿命可能与IIS通路有关，通过

促进DAF‑16向秀丽线虫细胞核内转移，提高DAF‑16蛋白入核，影响其对胰岛素信号通路的

调节，起到抗氧化作用。

[0131] 综上可知，所述的活性成分为仙草、鸡蛋花、布渣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和甘草

的中药组合物能够明显延长秀丽线虫的寿命，提升吞咽能力和运动能力、提高对热力胁迫

和百草枯诱导的氧化胁迫的应激能力，防治Poly‑Q和/  或Aβ1‑42积聚诱导的神经退行性疾

病，从而多方面证实其具有良好的抗衰老的作用，能够用于制备具有抗衰老功效的食品、药

品或保健食品。

[0132]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133]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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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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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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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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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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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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