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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中药组合物及其用途。本

发明提供了一种扶正固本的中药组合物，可降低

血清中TNF‑α、IL‑1β、IL‑6、IL‑17、PTHrP、

RANKL、TGF‑β、IGF、PDGF的表达水平，提高血清

中OPG的表达水平，通过调节上述多种细胞因子

的表达，从而减缓乳腺癌细胞在骨环境中的生

长，以及减轻乳腺癌骨转移后乳腺癌细胞所引起

的骨破坏及破骨细胞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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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乳腺癌骨转移的药物中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按质量份

数计，由以下组分组成：黄芪28～32份、党参14～16份、茯苓8～10份、淫羊藿28～32份、补骨

脂28～32份。

2.一种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抑制乳腺癌骨转移后骨破坏的药物中的用途，其特征在于：

按质量份数计，由以下组分组成：黄芪28～32份、党参14～16份、茯苓8～10份、淫羊藿28～

32份、补骨脂28～32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按质量份数计，由以下

组分组成：黄芪30份、党参15份、茯苓9份、淫羊藿30份、补骨脂30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用途通过减轻溶骨性破坏实现。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用途通过抑制乳腺癌细胞在骨环

境中的增殖生长实现。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用途通过抑制破骨细胞的生成和

活化实现。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用途通过降低TNF‑α、IL‑1β、IL‑6、

IL‑17、PTHrP、RANKL、TGF‑β、IGF、PDGF的表达水平实现。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用途通过提高OPG的表达水平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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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药组合物及其在乳腺癌治疗中的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中药组合物及其在乳腺癌治疗中的用

途。

背景技术

[0002]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世界上大约有100万妇女被诊断为乳

腺癌，且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在我国每年新发乳腺癌病例约17万，已成为女性恶性肿瘤

发病率第一位。尤其近年来我国乳腺癌发病率快速上升，已是我国女性发病率和死亡率最

高的恶性肿瘤。据文献报道，高达65％～75％乳腺癌患者发生远处转移。其中，骨骼是最为

常见的远处转移器官之一，乳腺癌转移患者中约有70％发生了骨转移。乳腺癌骨转移不仅

可导致患者遭受贫血、骨折、截瘫、高血钙、疼痛和恶病质等痛苦，也是导致死亡率上升的重

要原因，严重影响其生存期及生活质量。因此，探索具有防治或延缓乳腺癌骨转移、骨破坏

的药物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

[0003]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乳腺癌发生骨转移主要是由于乳腺癌细胞受到骨髓中一些细

胞因子的吸引进入到骨组织中[如基质细胞衍生因子(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1，

SDF‑1)，趋化因子受体4(C‑X‑C  chemokine  receptor  type  4，CXCR4)]。在乳腺癌从原位组

织脱落、进入血液、最终锚定在骨组织的这个过程，主要受到TGF‑β、PI3K/AKT、BMP/SMAD、

CXCL12(SDF‑1)‑CXCR4、p38MAPK、NF‑kB、Wnt/β‑catenin等信号通路的调控。当乳腺癌细胞

锚定在骨组织后，它会分泌大量的细胞因子包括甲状旁腺相关蛋白(parathyroid 

hormone‑related  protein，PTHrP)、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IL‑11和肿瘤坏死因

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等，这些细胞因子一方面通过刺激成骨细胞改变其

RANKL/OPG的分泌比例，导致破骨细胞大量活化。另一方面，乳腺癌细胞还可以直接刺激破

骨细胞活化。剧烈活化的破骨细胞导致大量的骨吸收，从而造成溶骨性损伤，而此时原本保

存在骨基质中的一些生长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TGF‑β)，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s，IGF‑1)和骨形态发生蛋白

(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s，BMPs)等由于骨质的破坏而大量释放。被释放的这些生长

因子反过来又能刺激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迁移，导致其进一步恶化，形成了所谓的“恶性循

环”(vicious  cycle)(见图1)。

[0004] 在乳腺癌患者长期的综合治疗中，中医药的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肯定。乳腺癌属中

医“乳岩”范畴，中医学认为，冲任失调和脾肾亏虚为乳腺癌发病之本，气郁、痰浊、瘀血、热

毒等为发病之标。正虚邪盛，邪毒走窜旁流，则导致乳腺癌发生转移复发，乳腺癌的发生及

复发转移与机体正气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若脾胃虚损则生化乏源，冲任两脉空虚，以致邪

毒乘虚而入，正不胜邪而发为乳岩；乳腺癌经手术、放化疗后正气内虚，残余的癌毒未清，余

毒盘踞于最虚之处，一旦正虚而制约无力则易余薪复燃、旁窜为患。祖国医学中并无乳腺癌

骨转移癌的病名，但细究其临床表现，可能归属中医“骨瘤”、“骨痹”、“骨痛”的范畴。《灵

枢·刺节真邪》中云：“虚邪之人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寒胜其热，则骨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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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热胜其寒，则烂肉腐肌为脓，内伤骨，为骨蚀。有所结，深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日以

益大，则为骨瘤”。《外科枢要》曰：“若劳伤肾水，不能荣骨而为肿瘤，名为骨瘤。夫瘤者，留

也。随气凝滞，皆因脏腑受伤，气血和违”。骨为肾之体，肾藏精，主骨生髓，骨骼的生长发育

和维持全都依靠肾精的滋养，肾精充足则骨髓充盈，骨骼健壮。脏腑虚损，肾精不足则生髓

无源，骨失所养，致骨不生、不强、不坚，不荣则痛；体内癌毒邪气乘虚侵袭并留置深入于经

筋骨骼之中，致脉络凝滞不通，不通则痛，故发为以骨痛为主要症状的骨转移癌。因此乳腺

癌的转移和复发不仅仅局限于癌毒的旁窜过程，而更应注意到患者的整体以及和癌瘤之间

的对抗情况，虽然多种因素可造成肿瘤的转移和复发，但与患者的正气虚弱有密切关系。因

此，从扶正固本的中医角度入手，有望实现对乳腺癌骨转移的有效治疗。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了一种中药组合物及其用途。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之一是：

[0007] 一种中药组合物，按质量份数计，包括：黄芪28～32份、党参14～16份、茯苓8～10

份、淫羊藿28～32份、补骨脂28～32份。

[0008] 一实施例中：按质量份数计，包括：黄芪30份、党参15份、茯苓9份、淫羊藿30份、补

骨脂30份。

[0009]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之二是：

[0010] 一种上述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乳腺癌骨转移的药物中的用途。

[0011] 一种上述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抑制乳腺癌骨转移后骨破坏的药物中的用途。

[0012] 一实施例中：所述用途通过减轻溶骨性破坏实现。

[0013] 一实施例中：所述用途通过抑制乳腺癌细胞在骨环境中的增殖生长实现。

[0014] 一实施例中：所述用途通过抑制破骨细胞的生成和活化实现。

[0015] 一实施例中：所述用途通过降低TNF‑α、IL‑1β、IL‑6、IL‑17、PTHrP、RANKL、TGF‑β、

IGF、PDGF的表达水平实现。

[0016] 一实施例中：所述用途通过提高OPG的表达水平实现。

[0017] 本技术方案与背景技术相比，它具有如下优点：

[0018] 本发明依据扶正固本的根本治则，尤重脾肾，若脾肾不足，则先后天平衡失调，致

使正气内虚，选取了具健脾补肾功效的中药，拟定基本方黄芪、党参、茯苓、淫羊藿、补骨脂。

方中黄芪补中益气、升阳固表为君；党参补中益气、生津、养血为臣；茯苓健脾，淫羊藿温肾

壮阳，补骨脂补肾助阳为佐。综合全方，一则补气健脾，使后天生化有源，气血同源，气生则

血生，可缓解乳腺癌术后患者的气血亏损症状；一则温肾壮阳、强筋骨，防止或延缓了骨转

移的发生。本发明同时进行了相关的实验验证，发现该扶正固本的中药组合物具有延缓乳

腺癌骨转移、减轻骨破坏的作用，并提供了该扶正固本的中药组合物减轻骨破坏的作用及

其机制，为中医药防治乳腺癌骨转移、骨破坏提供了依据。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图1用于说明乳腺癌骨转移后引起的“恶性循环”(vicious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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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图2为裸鼠胫骨内注射乳腺癌细胞后IVIS检测结果，A为各组小鼠胫骨内IVIS荧光

图像，B为各组小鼠胫骨内乳腺癌IVIS荧光值的柱状图，由图可见唑来膦酸组和扶正固本组

的IVIS值均小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模型组比较，**P＜0.01)。

[0022] 图3为裸鼠胫骨内注射乳腺癌细胞后X‑ray检测结果，A为各组小鼠胫骨X‑ray图

片，B为各组小鼠胫骨骨破坏面积与胫骨总面积的比值同统计图，由图可见胫骨内注射乳腺

癌细胞可引起明显的溶骨性破坏，唑来膦酸和扶正固本方药干预后，骨破坏的面积减小，与

模型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模型组比较，**P＜0.01)。

[0023] 图4为裸鼠胫骨内注射乳腺癌细胞后TRAP染色检测结果，A为各组小鼠胫骨切片的

TRAP染色图片，B为各组小鼠胫骨TRAP+细胞数目的统计图，由图可见胫骨内注射乳腺癌细

胞可引起明显的破骨细胞活化(TRAP+细胞数量明显增多)，唑来膦酸和扶正固本方药干预

后，TRAP+细胞数量所有减少，与模型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模型组比较，**P＜

0.01，***P＜0.001)。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通过实施例具体说明本发明的内容：

[0025] 1实验材料

[0026] 1 .1试剂与药品TRAP染色试剂盒购自Sigma公司，细胞培养基DMEM、胰酶、胎牛血

清、双抗购自Gibco公司，TNF‑α、IL‑1β、IL‑6、IL‑17、RANKL、OPG、TGF‑β、IGF  ELISA试剂盒购

自ThermoFisher公司，PTHrP  ELISA试剂盒购自默沙克(MSK)公司、PDGF  ELISA试剂盒购自

R&D  SYSTEMS公司，唑来膦酸注射液购自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扶正固本方(黄

芪30g、党参15g、茯苓9g、淫羊藿30g、补骨脂30g)由厦门市中医院中药房提供。制备步骤如

下：按重量份配比范围，称定黄芪、党参、茯苓、淫羊藿、补骨脂后，加入10倍量水，浸泡

40min，煎煮，煎煮2次，每次1h，合并水煎液，进行加热浓缩使药液浓度为2.96g生药/ml。

[0027] 1 .2实验动物裸鼠(6～8周龄)购买于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饲养于

SPF级动物中心。

[0028] 1.3细胞株人乳腺癌细胞MDA‑MB‑231‑luc购买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研究所。

[0029] 2方法

[0030] 2.1细胞培养

[0031] 人乳腺癌细胞MDA‑MB‑231‑luc以10％FBS的细胞培养液DMEM，置于5％CO2  37℃培

养箱培养，每2～3天换液一次，待细胞生长至80％～90％，采用0.25％胰酶消化，传代培养。

造模当天，采用0.25％胰酶消化培养皿中的MDA‑MB‑231‑luc细胞，收集细胞悬液，经800rpm

离心5min后，将沉淀细胞用PBS洗2遍，血细胞计数器计数，采用PBS重悬，使细胞终浓度为5

×104个/μl细胞悬液，置于冰上备用。

[0032] 2.2胫骨内注射乳腺癌细胞建立乳腺癌骨破坏动物模型

[0033] 选取6～8周龄雌性裸鼠40只，每笼5只，饲养于SPF级动物中心，每三天清理鼠笼一

次，直至实验结束。购买到的裸鼠在动物中心适应性饲养3天，确认其无烈性传染病，并基本

适应新的饲养环境后，开始下一步实验。将裸鼠置于超净工作台中，采用2.5％的阿弗丁0.3

～0.4ml/20g麻醉。待裸鼠麻醉后，沿髌骨前方作约1cm～2cm纵形皮肤切口，沿髌韧带边缘

作1cm切口，暴露胫骨上缘。采用显微注射器(规格：26G)向胫骨内注射4×104个萤光素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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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MDA‑MB‑231‑luc人乳腺癌细胞(总体积20μl)，缝合切口，将裸鼠置于37℃恒温板上，待

裸鼠苏醒后放回饲养笼中。空白对照组仅注射20μl  PBS。

[0034] 2.3动物分组及给药

[0035] 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他裸鼠在荷瘤3天后，根据体重排序，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裸

鼠分为3组，分别为模型组、唑来膦酸组和扶正固本方组，每组10只裸鼠。其中，扶正固本方

组(黄芪30g、党参15g、茯苓9g、淫羊藿30g、补骨脂30g)每天灌胃，灌胃剂量为1mL/只，以体

表面积换算所得剂量组药汤剂[计算方法：小鼠的给药量(mg/kg)＝成人剂量(mg/kg)×(人

的转换因子/小鼠的转换因子)]；唑来膦酸组皮下注射唑来膦酸，0.2mg/kg体重，均每周给

药3次，空白对照组和模型组每天只灌胃相应剂量的生理盐水，连续给药28天。观察裸鼠外

观及行为，拍照并记录其体重变化。IVIS动物活体荧光成像系统定时监测裸鼠体内肿瘤的

生长情况。

[0036] 2.4小鼠活体成像

[0037] 根据裸鼠的体重，侧腹腔注射相应剂量的Luciferase‑D荧光底物，5min后将裸鼠

置于麻醉箱气体麻醉。将麻醉好的裸鼠置于 动物活体荧光成像系统中荧光成像，

观察肿瘤的大小，比较组间差异。

[0038] 2.5小鼠X线检查

[0039] 为观察乳腺癌引起的骨质破坏程度，采用阿弗丁麻醉裸鼠后，将裸鼠置于柯达X线

成像系统中，拍照观察乳腺癌骨转移或骨内注射后引起的骨质破坏面积百分比(骨质破坏

面积百分＝骨破坏面积÷胫骨骨质总面积×100％)，比较组间差异。

[0040] 2.6血清ELISA检测

[0041] 于末次给药后2h，用剪镊快速摘除眼球取血，收集各组裸鼠的血液放入促凝管中，

4℃下静置1h，室温3000rpm离心5min，分离血清，采用ELISA阵列试剂盒检测裸鼠血液中

TNF‑α、IL‑1β、IL‑6、IL‑17、PTHrP、RANKL、OPG、TGF‑β、IGF、PDGF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以空

白对照组为基础值计算给药后裸鼠血液中以上细胞因子的表达改变。具体操作根据ELISA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0042] 2.7胫骨TRAP染色

[0043] 麻醉处死裸小鼠，取出胫骨经4％多聚甲醛固定24h后，经0.5M的EDTA脱钙10天，再

经梯度乙醇、二甲苯、石蜡浸泡(即脱水至蜡处理)，石蜡包埋，切成4μM厚度切片，挑选包含

骨髓腔的胫骨切片，按常规脱蜡至水后，采用TRAP染色试剂盒进行组织染色。

[0044] 2.8统计方法

[0045] SPSS19.0  For  Windows软件进行统计。计量资料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先

对各组数值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非参数检验。服从正态分布

的数据，进一步检验方差齐性。方差齐时多组数据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t法

检验。方差不齐时，多组数据间的比较采用Welch检验和Dunnett's  T3法检验。

[0046] 3结果

[0047] 3.1扶正固本方对乳腺癌在骨环境中生长的影响

[0048] 根据各组裸鼠胫骨内乳腺癌细胞的荧光值情况，绘制乳腺癌细胞的生长柱状图

(见图2B)，与模型组比，扶正固本组和唑来磷酸组对乳腺癌细胞在骨环境中的生长均产生

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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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3.2扶正固本方对乳腺癌诱导骨破坏的影响

[0050] 根据各组裸鼠胫骨X‑ray检测结果，绘制骨破坏程度的柱状图(见图3B)，与模型组

比，扶正固本组和唑来磷酸组可减轻乳腺癌细胞引起的骨破坏。

[0051] 3.3扶正固本方对胫骨破骨细胞活性的表达影响

[0052] 根据各组裸鼠胫骨切片的TRAP染色检测结果，绘制TRAP阳性细胞数目的柱状图

(见图4B)，与模型组比，扶正固本组和唑来磷酸组对乳腺癌细胞引起的破骨细胞活化均有

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0053] 3.4扶正固本方对小鼠血清中细胞因子的表达影响

[0054] ELISA结果显示，扶正固本组炎症细胞因子TNF‑α、IL‑1β、IL‑6、IL‑17的表达水平

明显低于模型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表1)。表2结果显示，扶正

固本组的PTHrP、RANKL(促破骨细胞形成因子)的表达水平低于模型组(*P＜0.05)；而OPG

(抑制破骨细胞形成因子)的表达上升，与模型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扶正固

本组血清中细胞生长因子TGFβ、IGF、PDGF的表达低于模型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3)。

[0055] 表1 各组小鼠血清中TNF‑α、IL‑1β、IL‑6、IL‑17表达情况

[0056]

[0057] 注：与模型组比较，*P＜0.05，**P＜0.01，***P＜0.001。

[0058] 表2 各组小鼠血清中PTHrP、RANKL、OPG表达情况

[0059]

[0060] 注：与模型组比较，*P＜0.05，**P＜0.01，***P＜0.001。

[0061] 表3 各组小鼠血清中TGFβ、IGF、PDGF表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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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注：与模型组比较，*P＜0.05，**P＜0.01，***P＜0.001。

[0064] 4讨论

[0065] 乳腺癌骨转移属中医“骨蚀”、“骨瘤”、“骨痹”、“骨疽”等范畴，骨转移癌局部肿块

坚硬不移、疼痛、入夜尤甚、皮色不变、面色晦暗等临床特征；其发生、发展与中医的肾和脾

关系密切。《医经精义》曰：“肾藏精，精生髓，髓生骨，故骨者肾之所合也”。脾肾为互济之脏，

肾虚久不复，火不生土，必伤脾阳。《素问·五脏生成篇》云：“肾之合骨也，其荣在发，其主脾

也”，说明脾肾对骨的充养具有重要作用。扶正固本方由黄芪、党参、茯苓、淫羊藿、补骨脂组

成，具有益气健脾、补肾壮骨的作用。

[0066] 正常的骨代谢是通过成骨细胞的成骨作用与破骨细胞的骨吸收作用进行调节，从

而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当乳腺癌骨转移后，乳腺癌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和骨基质细胞

共同参骨微环境的改造。19世纪英国Paget提出的“土壤和种子”学说已得到广泛认可，认为

靶器官内适宜血液中播散的肿瘤细胞生存微环境是肿瘤发生的必要条件。目前许多研究证

据表明，肿瘤转移取决于骨微环境提供的生长支持和癌细胞对这一环境的适应能力。骨微

环境包括细胞外基质和细胞，如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基质细胞、内皮细胞、造血细胞等，这

些细胞可以产生多种因子，促进肿瘤细胞生长和骨转移进程，而乳腺癌细胞也释放多种因

子并与微环境内细胞相互作用，进而造成对骨结构的破坏。

[0067] 首先，乳腺癌细胞可分泌TNF‑α、IL‑1β、IL‑6、IL‑17等炎症因子，一方面刺激成骨

细胞分泌RANKL，另一方面刺激单核细胞融合成破骨细胞。其中IL‑6在诱导肿瘤细胞增殖、

抑制凋亡和刺激破骨细胞生成、抑制成骨细胞分化中具有重要作用；IL‑1β能够直接刺激破

骨细胞的增殖，增强其活性，促进乳腺癌骨转移骨质吸收。TNF‑α可以刺激IL‑1β、IL‑6的产

生，从而促进恶性肿瘤细胞增殖，并抑制其凋亡，还可以抑制间充质干细胞增殖，促进成熟

的成骨细胞凋亡，加速骨转移灶骨质破坏。因此抑制骨转移灶中IL‑6、IL‑1β、TNF‑α等炎症

因子的表达，可减轻骨损伤、保护骨组织。本发明中，扶正固本方对组骨组织中TNF‑α、IL‑6

和IL‑1β含量均明显低于模型组，提示扶正固本方可减少骨转移癌组织中TNF‑α、IL‑1β、IL‑

6、IL‑17的分泌，从而减轻促炎因子介导的骨损伤以及肿瘤细胞的增殖。

[0068] 其次，乳腺癌细胞产生的PTHrP是主要的破骨细胞激活因子。在肿瘤骨转移的过程

中，起到促进骨转移的作用。PTHrP刺激成骨细胞或基质细胞产生RANKL(核因子κB受体活化

因子配体)，RANKL通过未成熟破骨细胞表面的RANK信号系统，刺激转录因子起始转录，导致

未成熟的破骨细胞分化为成熟的破骨细胞；并且同时抑制OPG(骨保护素)的合成。OPG是

RANKL的无功能受体，它能与破骨细胞表面的RANK竞争性结合RANKL，在体内、体外情况下均

能抑制破骨细胞成熟和活化。目前认为RANKL/OPG的比例是破骨细胞活性的决定因素之一。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之间失去平衡，促进骨吸收作用。在骨转移过程中，OPG的表达量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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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PTHrP和RANKL的表达量增加，这样就促使骨转移后骨破坏的发生。而当促进或抑制相关

调节因子的产生时，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骨的转移。本实验通过ELISA法检测，发现扶

正固本方对破骨细胞形成的相关调节因子产生了调控作用，可促进OPG的表达，抑制PTHrP、

RANKL的表达，从而抑制破骨细胞的形成。

[0069] 再者，TGF‑β、IGF、PD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等细胞生长因子是调控乳腺癌骨转

移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TGF‑β是骨代谢中关键的信号因子，在肿瘤转移过程中能帮助瘤

细胞逃避免疫监控，有利于乳腺癌骨转移的发生，并可促进破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骨是

TGF‑β的主要存储场所，骨转移溶骨破坏可释放大量TGF‑β，且乳腺癌细胞直接分泌TGF‑β，

TGF‑β通过调控TGF‑β/Smads信号通路，调控破骨细胞活性的主要介导因子PTHrP等的表达，

加速骨质流失；抑制TGF‑β及PTHrP的表达，可截断骨损伤恶性循环，减少骨损伤。在破骨细

胞的骨吸收中，骨中IGF‑1的释放能刺激乳腺癌细胞增殖与趋化，并抑制其凋亡。MDA‑MB‑

231细胞中的IGF‑1受体的过表达显著增加骨转移率，而乳腺癌骨转移细胞的有丝分裂增

加，凋亡减少。低表达IGF‑1受体则相反。破骨细胞的骨吸收导致骨中IGF‑1的释放，在刺激

细胞增殖和趋化作用以及抑制转移乳腺癌细胞的凋亡中发挥重要作用，导致骨转移的发

生。ELISA结果显示，扶正固本方可减少小鼠血清中细胞生长因子TGFβ、IGF、PDGF的表达水

平。

[0070] 5结论

[0071] 本实施例研究结果表明，本发明的扶正固本的中药组合物可通过降低炎症因子

(TNF‑α、IL‑1β、IL‑6、IL‑17)、细胞生长因子(TGFβ、IGF、PDGF)以及促破骨细胞因子(PTHrP、

RANKL)的表达，增加OPG的表达，从而减缓乳腺癌细胞在骨环境中的生长，以及减轻乳腺癌

细胞所引起的骨破坏。

[007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故不能依此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即依

本发明专利范围及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变化与修饰，皆应仍属本发明涵盖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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