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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藻生长因子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韩士群，张振华，刘海琴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 ：目的 研 究小球藻生长 因子(CGF)的主要成分 、稳定性及其 增强小 鼠免疫调节 的生理 活性功能 。方法 

采 用酶解 法提取 CGF，采用 75、150、450 mg／(kg·d)荆量经 30 d对小鼠喂食 ，进行免疫调 节试验。结果 CGF中蛋白 

质、氨基酸、核苷酸、多糖、维生素含量分别达到56．6％、42．59％、6．8％、4．8％、1．7％。免疫调节试验表明，150、450 

mg／(kg·d)剂量的 CGF可 以明显增强二 硝基 氟苯 引起 的小鼠迟发 性超敏 反应 ，对造 血功 能受损 的小 鼠有恢 复作 

用，并增强 小鼠单核 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作 用。结论 CGF可以作为功 能食 品用于增 强机体免 疫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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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hlorella growth factor on physiologic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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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Na ng 210014，China) 

Abstract：Purpose The main components，stability and its stimulating immunity on mice of chlorella 

growth factor(CGF)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Methods CGF was extracted from cells of chlorella with 

enzyme．Results CGF contained 56．6％ protein，42．59％ amino acid，6．8％ nucleoside acid，4．8％ po— 

lysaccharide and 1．7％ vitamin．Mice were fed with CGF at the rates of 75，150 and 450 mg／(kg·d)in the 

experiment of stimulating immunity function．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pplying CGF at the rates of 1 50 and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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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d1 co
．

uld increase allergic reaction induced by dinitrofuorobenzene，enhance the proliferation of immu— 

noinhibited murine splenocytes，and stimulate phagocytic function by macrophages
．Conclusion CGF could be 

used for function food to enhance human S immunity． 

Key words：chlorella growth factor；immunity function 

世界上没有其 它动植物像小球藻那样能够每 

20 h增长 4倍，这主要是 由小球藻的生长因子决定 

的 。小 球 藻 生 长 因子 (chlorella growth factor。 

CGF)，也叫小球藻精 ，是 细胞活性 物质，包 括氨基 

酸 、核酸 、多糖 、多肽 、蛋 白质 、酶 、维生素、矿物质 、 

“神秘成分” ，被称为“类荷尔蒙” 。国外对其生 

理功能有较多的研究，其生理功能有 ：能激活淋 巴 

细胞，增强机体免疫能力；活化人体细胞，使儿童生 

长发育加快，抵抗外来疾病的入侵；促进人体受伤 

组织修复，有机物、重金属等中毒的人服用后能迅 

速康复 ；对 胃溃疡 、高血压 和心血 管等疾病也有 一 

定作用 ～ 。可以预见 CGF在食品、饮料、保健品、 

医药等领域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国内研究 了 CGF 

对酵母菌和乳 酸菌的生长及生理活动的影响 一， 

但对于 CGF的成分 、生理活性以及毒理等的系统研 

究未见报道。本文报道了 CGF的 主要成分及稳定 

性 、生理功能、毒理等研究结果 ，为国内 CGF的产业 

化生产 和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l 材 料 

小球藻为粉核小球藻 (Chlorella ulgaris)，藻粉 

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永康微藻研究开发公 司购买， 

采用酶解方法提取 CGF。 

昆明种小鼠 120只，雌 、雄各半，l8～22 g，东南大 

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证号 ：SCXK(苏)2001—0005。 

2 方法与结果 

2．1 CGF的主要 成 分与稳 定性 

表 l中列 出了酶解法提取 的 CGF主要成 分。 

蛋白质主要以短链 蛋白质 、多肽存在 ；氨基 酸有 l9 

种 ，其 中 7种为人体必需 氨基酸。精氨酸 、脯氨酸、 

赖氨酸 、谷 氨酰胺 等含量 较高 ，分 别达 到 2．1％、 

2．2％、1．5％、1．5％。核苷酸包括腺嘌呤核苷酸、次 

黄嘌呤核苷酸 、胞 嘧啶核苷酸 、脱氧腺嘌 呤核苷酸 

等。CGF中的多糖含量为 4．8％，并含有 多种维生 

素，其 中包括维生素 A、B以及生物素等。 

表 1 CGF的主要成 分及稳定性 

高温(37℃ ～40℃)、高湿(相对湿度 75％)的稳 

定性试验表明，CGF经过 30、60、90 d后其成分组成 

基本不变，经统 汁分析在误差范围内。 

2．2 CGF对免疫调节系统功能的影响 

2．2．1 二硝基氟苯(DNFB)诱导小鼠迟发型变态反 

应(DTH) 将小鼠按体重、性别随机分为 450、150 

和 75 mg／(kg-d)3个剂量组和 1个对照组 ，每组 10 

只。CGF供试品用双蒸水配制，每 日灌胃，灌 胃体 

积 20 mg／(kg·d)，对照组灌双蒸水。25 d后 ，用 1％ 

DNFB丙酮麻油溶液 50 涂 抹致敏。致敏后 5 d， 

小 鼠右耳均匀涂抹 DNFB丙酮麻油溶液 10 进行 

攻击 ，左耳涂抹丙酮麻油溶液作 为对照 ，攻击 24 h 

后处死小鼠，剪下左右耳 ，于同一部位取直径 8 mm 

的耳片称取重量 ，左右耳重量之差作为肿胀度。同 

时取 小 鼠的胸腺及脾脏 ，以每 10 g小 鼠的脾质量 

(mg)、胸腺质量(mg)作为脾脏，体重比值以及胸腺， 

体重比值 ，结果见表 2。 

表 2 CGF对小鼠脾脏、耳廓肿胀度的影响(n=10， ±s) 

与对照组相 比：。P<0．OI 

表 2显示，小 鼠经 口摄入 450、150、75 mg／(kg·d) 值与对照组相 比较 ，无显著性差异 (P>0．05)。各 

CGF 30 d后，各剂量组小鼠增重均高于对照组，但无 剂量组小鼠的耳廓肿胀度均高于对照组，经方差分 

显著性差异；各组小鼠胸腺，体重比值、脾脏，体重比 析及两级比较统计学处理，450、150 mg／(kg·d)~ 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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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组与对照组相 比有显著差异 ，说 明中、高剂量 的 

CGF可以增强 DNFB引起的小鼠 DTH。 

2．2．2 对小 鼠血清溶血素水平的影响 血清溶血 

素测定采用半数溶解值(HC )法，动物分组 、剂量和 

处理同 2．2．1项 。连续灌 胃 25 d后，每 只鼠腹腔注 

射2％(体积比)SRBC 0．2 ml致敏。免疫 5 d后，摘 

小鼠眼球采血 ，取血清测溶血反应，以不加血清 (以 

SA缓冲液代替)的对照管为空 白，于 540 nm波长处 

测定各管吸收值。按下式计算各小鼠供试品 HC 。： 

供试品 HC =供试品吸收值／SRBC半数溶血时的吸 

收值 ×200。结果见表 3。 

表 3 CGF对小鼠血清溶血素水平 、碳廓清的影响(n=10，i±s)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P<0．01 

从表 3可知，用 CGF连续灌 胃 25 d后，各组小 

鼠的 HC 均高于对照组 ，且 随剂量的增加而 升高， 

经 方 差 分 析 及 两 级 比 较 统 计 学 处 理，150、450 

rag／(kg·d)两组 HC 值 和对照组 比较 ，达极 显著水 

平，从而说明给小鼠服 用中 、高剂量 的 CGF具有增 

强小 鼠血清溶血素的反应。 

2．2．3 对小鼠吞噬指数的影响 小鼠碳廓清试验 

中动物分组 、剂量和处理同 2．2．1项。连续灌 胃 30 

d后，小 鼠每 10 g体重尾静脉注射 1：3(体积比)稀释 

的印度墨汁 0．1 ml后立即计时 ，并分别于 2、10 rain 

从内眦静脉丛取血 25 l，加到 0．1％碳酸钠 2 m1中， 

测 A 。并取肝 、脾称重 ，按下式计算吞噬指数，吞 

噬指数 =K～ ×体质 量／(肝质量 +脾质量 )，式 中 ： 

K=(1gA1-lgA2)／(t1一t 2)。 

小鼠连续灌 胃 30 d后，各剂量组小鼠的吞噬指 

数均高于对照组 (见表 3)，结果经 方差分析及两两 

统计学处理，75、150 mg／(kg·d)剂量组达极显著水 

平(P<0．01)，说明 CGF具有增强小 鼠单核巨噬细 

胞吞噬功能的作用。 

3 讨 论 

CGF中含有氨基酸 、核苷酸 、多糖 、蛋 白质 、维生 

素等功能性成分 ，动物实验表 明，可以增强 DNFB引 

起的小 鼠DTH，增强小鼠血清溶血素的反应，增强小 

鼠单核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作用 ，说明 CGF具有 良 

好的免疫调节功能。CGF对免疫系统不同环节的作 

用究竟是某一种成分的作用还是多种成分共同作用 

的结果，其机理较为复杂，有待进一步研究。从毒理 

试验结果可知，该提取物没有毒性，因此 CGF作为 

保健品、功能食品添加剂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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