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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沙蒿对动物免疫和抗氧化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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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黑沙蒿中含有多糖、有机酸、甙类和黄酮类化合物等多种活性成分，在免疫调节、

抗氧化和促生长等方面均有一定作用。近年来，关于黑沙蒿，尤其是黑沙蒿提取物作为饲料
添加剂促进动物健康与生长的报道日趋增多。本文主要阐述了黑沙蒿对动物免疫和抗氧化功
能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的研究进展，为进一步研究黑沙蒿对动物免疫和抗氧化功能的调控机
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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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沙蒿，又名油蒿、籽蒿、鄂尔多斯蒿和哈拉–沙巴嘎（蒙语），广泛分布于我国内蒙古
和陕西等西北地区，种植面积高达 37 万多亩[1]，是一种常见的具有良好防风固沙作用的菊
科蒿属植物。黑沙蒿在医药领域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具有消炎散肿、宽胸利气和止血
的作用[2]，此外在农业方面还具有杀虫等功效[3]。黑沙蒿因富含粗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
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在畜牧养殖业也占据着一席之地。研究表明，黑沙蒿的生物活性成分主
要包含多糖类、黄酮类、挥发油类和三萜类等[4]，因此可以增强动物免疫力，提高抗氧化功
能，从而促进动物生长[5-9]。本文主要阐述了黑沙蒿，尤其是黑沙蒿提取物对动物免疫和抗
氧化功能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的研究进展，为进一步研究黑沙蒿对动物免疫和抗氧化功能的
调控机理提供参考。
1

黑沙蒿对动物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
黑沙蒿的生物活性成分主要包含多糖、有机酸、甙类和黄酮类化合物等。研究表明，多

糖类化合物能够有效调控机体免疫功能，有机酸类和甙类可以使巨噬细胞和网状内皮系统的
吞噬功能增强[10]，黄酮类化合物对机体一氧化氮（NO）的生成有抑制作用[4]。起初，刘晓
静[5]研究了饲粮中添加沙蒿籽粉对肉鸡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沙蒿籽粉能够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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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中可溶性 CD4 抗原（sCD4）和免疫球蛋白 G（IgG）的含量。随后，研究者对黑沙蒿
进行了深入地研究，用其水提物进行体内和体外试验，结果发现，适宜剂量的黑沙蒿水提物
添加到饲粮中能够促进肉仔鸡免疫器官发育，同时显著增加血清中 IgG 和免疫球蛋白 M
（IgM）的含量[6]，血清中新城疫抗体滴度、NO 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含量以及
组织中 iNOS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也有所提高，表明黑沙蒿水提物能够提高肉仔鸡的免疫性能
[7]。同时研究发现，黑沙蒿水提物也可减少由细菌脂多糖（LPS）诱导的免疫应激引起的肉

仔鸡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1β（IL-1β）、白介素–2（IL-2）、白介素–6
（IL-6）、免疫球蛋白 A(IgA)、IgG 和 NO 含量以及 iNOS 活性升高，从而发挥抗炎免疫作用
[8]。此外，以啮齿类动物为试验模型研究了黑沙蒿水提物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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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沙蒿水提物也可提高小白鼠血清中 IgM、IgG 和 IL-1β含量[9]。
近年来，沙蒿多糖因其对免疫细胞生长的促进作用及对机体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者通过将分离纯化后的沙蒿籽多糖添加到伴刀豆球蛋白作用下的小鼠脾
细胞培养液中来研究其对小鼠免疫细胞的影响，结果表明，适宜剂量的沙蒿籽多糖能促进伴
刀豆球蛋白作用下小鼠脾细胞的增殖反应[11-12]。张静[13]在体外培养的自然杀伤（NK）细胞
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添加沙蒿多糖，研究其对免疫细胞活性的影响，结果表明，
PBMC 及 NK 细胞增殖率随着沙蒿多糖添加剂量的增加均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以上研究表
明沙蒿多糖能够调节体外培养的免疫细胞，增强其免疫能力，随后研究人员进一步探讨其在
体内对动物免疫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动物饲粮中添加沙蒿多糖可促进机体免疫器官发育
增强机体免疫力，并能提高动物生长性能，同时还对 T 淋巴细胞和 B 淋巴细胞的生成和活
化具有促进作用[14]，且提高了血清中 IgA 的含量[10]。
在动物实际养殖过程中，其生活环境中存在的多种病原体（细菌、病毒及内毒素等）和
非病原体极易打破机体内环境稳态，当机体内环境稳态发生紊乱时，动物常常会表现出精神
萎靡、食欲不振、易疲劳和生长发育减缓或停滞，进而引起更加严重的免疫应激[15]。核转
录因子–kappa B（NF-κB）通路对于免疫调节极其重要，是调控免疫相关基因表达的重要信
号通路，能够调节促炎症因子，例如白介素–1（IL-1）、IL-6 和 TNF-α等的产生与释放。NF-κB
能够通过多种细胞表面受体接受外界信号而被活化，其中最为广泛的 2 条活化途径分别为髓
样分化因子 88（MyD88）依赖途径和 MyD88 非依赖途径。研究表明，青蒿素（黄花蒿提取
物）能够有效阻止 LPS、IL-1、干扰素–γ（IFN-γ）和 TNF-α混合因子诱导的 NF-κB 抑制物
的降解[16]及 NF-κB 的核转录[17]，从而抑制 NF-κB 的活性。以上结果提示，蒿属类植物抗炎
免疫抑制作用的分子机制与抑制 NF-κB 活性密切相关。所以，针对 NF-κB 信号通路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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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于揭示缓解由于 LPS 等介导的动物免疫应激的机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研究发
现，连续给肉仔鸡腹腔注射 LPS 溶液使 NF-κB 信号通路被激活，从而导致通路下游的炎症
相关基因，例如 IL-1β、IL-6、TNF-α和 iNOS 的 mRNA 水平显著上升，而饲粮中添加黑沙蒿
水提物能够有效缓解由 LPS 导致的炎症相关基因表达的上调，提示 NF-κB 信号通路是黑沙
蒿水提物调控机体免疫应答的通路之一[8]。此外，饲粮中添加黑沙蒿水提物可以提高肉仔鸡
血清中 NO 和 iNOS 含量以及肝脏和肠道中 iNOS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7]。由此可推断，黑沙
蒿水提物通过激活 iNOS 基因的表达提高了 iNOS 含量，从而促进 NO 的生成。NO 作为一
种重要的信使分子，在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黑沙蒿水提物对肉
仔鸡细胞因子的调节作用可能是通过 NO 途径的调节实现的。除 NF-κB 与 NO 信号通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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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机体中与免疫相关的信号传导途径还有促分裂素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和 Kelch 样环
氧氯丙烷相关蛋白 1–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抗氧化反应元件(Keap1-Nrf2-ARE)信号通路等
[18]，关于黑沙蒿对这些信号通路影响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2

黑沙蒿对动物机体抗氧化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
生物体在正常的生长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活性氧分子，若不能及时清除，机体积累的

活性氧分子就会通过损伤生物大分子破坏细胞的结构和功能，还会损伤脂类、蛋白质及核酸
等生物大分子，导致机体功能和代谢紊乱。刘晓静[5]将适宜剂量的沙蒿籽粉添加到肉仔鸡饲
粮中，饲喂 21 d 后通过颈静脉采血来探究沙蒿籽粉对血清中抗氧化酶的影响，结果表明，
沙蒿籽粉能够显著提高血清中过氧化氢酶（CAT）的活性。在啮齿类动物上也多有类似发现，
小白鼠饲粮中添加黑沙蒿水提物后发现，血清和组织中的总超氧化物歧化酶（T-SOD）、谷
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活性和总抗氧化能力（T-AOC）均有增强，而血清和组织中
的丙二醛（MDA）含量则降低[7]。在常规饲养条件下的肉仔鸡饲粮中添加适量的黑沙蒿水
提物可提高血清和组织中抗氧化酶的活性，同时也促进了相关抗氧化酶基因的表达[5]。李昆
[8]利用腹腔注射

LPS 建立了肉仔鸡免疫应激模型，在其饲粮中添加黑沙蒿水提物提高了血清

中 CAT 和 GSH-Px 活性，降低了血清中 MDA 含量，同时促进了肉仔鸡组织中 CAT、超氧
化物歧化酶（SOD）和 GSH-Px 的基因表达量，这表明黑沙蒿水提物可通过提高肉仔鸡抗氧
化功能来缓解 LPS 造成的免疫应激。黑沙蒿含多种具有抗氧化功能的生物活性成分，例如
多糖、黄酮类、有机酸和维生素 E 等，这些活性成分可能是黑沙蒿水提物抗氧化活性的基
础，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清除已产生的自由基，或是抑制机体自由基的过多生成，最
终减少体内自由基的积累，促进机体的抗氧化功能。但是目前的研究未对黑沙蒿水提物成分
进行鉴定，其具体成分及抗氧化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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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糖尿病大鼠作为试验动物，对其灌喂黑沙蒿多糖后发现，血清中胰岛素含量显著提高，
而胰高血糖素含量则降低，并且黑沙蒿多糖对葡萄糖转化为肝糖元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对受
损胰岛细胞的修复也具有促进作用[19]；心脏、肝脏和肾脏组织中 SOD 活性均有提高，而
MDA 含量降低[20]；血清和肝脏组织中 SOD 活性增强，同时羟基自由基（·OH）和 MDA 的
含量显著降低[21]。以上研究表明，沙蒿多糖能够促进动物抗氧化能力的提高。李娟[14]从提
出的沙蒿多糖中分离纯化得到多糖组分 ASP-Ⅰ，并进一步研究了其抗氧化能力，结果表明，
沙蒿多糖可以清除机体产生的如二苯基苦基苯肼（DPPH）
、·OH 和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2-）
等自由基，同时发现其对自由基的清除能力与甘露醇相当。这与李胜利[10]以绵羊为试验动
物的研究结果类似，在绵羊饲粮中添加沙蒿多糖后发现，血清中 SOD 及 CAT 的活性显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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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而 MDA 含量下降，T-AOC 提高。以上研究表明，黑沙蒿及其主要活性成分多糖具有明
显的抗氧化作用，进入机体后，既可减少动物机体内活性氧分子的产生，又可提高动物体内
主要抗氧化酶类的活性，提升清除氧自由基（ROS）的能力。近年来研究者对黑沙蒿多糖的
抗氧化活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外抗氧化活性以及多糖结构与抗氧化能力的关系的研究中，
而动物试验尤其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研究较少，结果也不尽一致，还需要更加深入和广泛地
研究。
免疫系统和抗氧化系统联系紧密，相互影响，当机体发生免疫应激时，体内抗氧化系
统随之也会失衡从而发生氧化应激，而 NF-κB 信号通路恰好是连接这 2 个系统的重要枢纽
[22] 。LPS

在激活 NF-κB 信号通路的同时可以调控其下游靶基因导致机体产生并释放大量

ROS[23]。正常生理状态下，ROS 是细胞生理代谢过程中的产物，其含量是反映机体氧化状
态最直接的标志物。过量的 ROS 是能够激活 NF-κB 通路的信号分子 [24]，同时也通过激活
Keap1-Nrf2-ARE 信号通路对外界刺激进行抵抗，抑制或减少细胞的氧化损伤，增强细胞的
抗氧化能力[25-26]。研究表明，黑沙蒿水提物可增强抗氧化酶的活性，有效地清除 ROS，使
NF-κB 的激活受到抑制，从而减少了 IL-1β、IL-6 和 TNF-α等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这可能
是黑沙蒿水提物缓解氧化损伤的其中 1 种途径[8]。Nrf2-ARE 信号通路是保护细胞免受外源
性刺激和氧化损伤的主要信号通路，它能够通过调控下游一系列Ⅱ相解毒酶活性和抗氧化基
因，例如血红素氧合酶–1（HO-1）、还原型辅酶[NAD(P)H]醌氧化还原酶 1（NQO-1）、谷氨
酸–半胱氨酸连接酶催化亚基(GCLC)、谷氨酸–半胱氨酸连接酶调节亚基（GCLM）、SOD、
CAT、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基因 mRNA 的表达，来调控机体抗氧化功能[27]。此外，
Nrf2-ARE 信号通路也可通过聚集炎症细胞、调控抗炎基因表达达到阻断炎症反应发生的效
果，从而发挥抗炎作用[28]。李昆[8]研究表明，注射 LPS 显著降低了肉仔鸡组织中 CAT、S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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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SH-Px 的基因表达量，这说明 LPS 刺激可抑制肉仔鸡机体内抗氧化酶的表达，从而降
低肉仔鸡的抗氧化能力，而饲粮中添加黑沙蒿水提物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肉仔鸡组织中 CAT、
SOD 和 GSH-Px 的基因表达量以及血清中抗氧化酶的活性，但该效应在动物体内是否是通过
调控 Nrf2-ARE 通路完成，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如前所述，NF-κB 和 Nrf2-ARE 信号通路可
能同时参与黑沙蒿提取物对氧化损伤的调控，并共同在氧化还原的调节中发挥作用。那么黑
沙蒿提取物对机体抗氧化的调节作用是通过 2 条通路分别单独完成的，还是存在某些协同或
拮抗的机制，对此方面的研究鲜见报道。因此，黑沙蒿提取物对免疫与抗氧化的调控是否存
在共同的通路或交汇点也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3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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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约化、规模化畜禽生产中，畜禽在生长和生产过程中会经历各种刺激引起的应激，
这些刺激会直接或间接改变机体免疫状态，诱发机体免疫应激。黑沙蒿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
物质，免疫活性物质是其最重要的活性物质之一，能够提高机体免疫机能和抗氧化能力，使
机体抵抗力增强，抗应激能力增强，从而使动物的生产性能得以改善。因此，在饲粮中添加
黑沙或黑沙蒿提取物来调节动物机体的免疫应激和抗氧化能力，对缓解动物因应激导致的负
面影响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迄今为止，关于黑沙蒿及其提取物作为饲料添加剂在动物生产
中的应用效果以及对免疫应激引起的损伤发挥治疗和防控作用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还需要
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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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emisia ordosica Affect Immune and Antioxidative Function of Animals and Its Mechanism
XING Yuanyuan

SHI Binlin*

JIN Xiao YAN Sumei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active components in Artemisia ordosica are polysaccharide, organic acid,
glycoside and flavonoid,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mune regulation, antioxidation and
growth promo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increasing numbers of reports about applying
Artemisia ordosica, especially Artemisia ordosica extract as a feed additive to promote health and
growth performance of animals.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regulatory functions of Artemisia
ordosica on immune and antioxidative function of animal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providing references about further study the mechanism of Artemisia ordosica on immune and
antioxidative function of animals.
Key words: immunity; antioxidation; Artemisia ordosica; Artemisia ordosica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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