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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对大鼠小肠炎组织 ＭＰＯ尧ＳＯＤ 作用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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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姜黄素对受损肠黏膜大鼠小肠组织髓过氧化物酶 渊ＭＰＯ冤袁 超氧化物歧化酶

渊ＳＯＤ冤活性的影响袁探讨姜黄素的抗炎机制遥 方法 应用氨甲碟呤制备大鼠小肠炎模型袁实验设正常对照

组，模型对照组， 柳氮磺胺吡啶渊ＳＡＳＰ袁１００ ｍｇ／ｋｇ冤组袁姜黄素渊１００ ｍｇ／ｋｇ冤组遥 后 ２ 组每天灌胃给药 １ 次袁
给药时间从造模后第 ２ 天开始至实验结束袁共 ６ ｄ袁第 ４ 天﹑
第 ７ 天分别观察大鼠疾病活动指数渊ＤＡＩ冤和
结肠黏膜损伤指数渊ＣＭＤＩ冤袁光镜下组织学评分渊ＨＳ冤袁生化法检测大鼠小肠组织髓过氧化酶渊ＭＰＯ冤及超

氧化物歧化酶渊ＳＯＤ冤活性遥 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大鼠 ＤＡＩ尧ＣＭＤＩ 和 ＨＳ 明显增加渊Ｐ ＜ ０．０１冤袁小肠
组织 ＭＰＯ 活性显著升高渊Ｐ ＜ ０．０１冤袁ＳＯＤ 活性则显著下降渊Ｐ ＜ ０．０１冤袁姜黄素可改善 ＤＡＩ， ＣＭＤＩ 和 ＨＳ

渊Ｐ ＜ ０．０１冤袁降低 ＭＰＯ 活性渊Ｐ ＜ ０．０１冤袁增加 ＳＯＤ 活性渊Ｐ ＜ ０．０１冤遥 结论 姜黄素对大鼠小肠炎具有保护作

用袁其机制可能与减少脂质氧化及增加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有关遥
揖关键词铱 姜黄素曰肠黏膜损伤曰ＭＰＯ曰Ｓ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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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证实袁肠黏膜结构受损主要由致病因
素引起肠黏膜释放致炎化学因子和细胞因子袁引起

上皮细胞凋亡或者死亡 遥 在这一过程中袁活性氧族
［１］

渊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ｃｓ， ＲＯＳ冤起到了野扳机冶的作
用遥
姜黄素是一种天然低毒的药用植物袁主要来源

等作用［２］遥 我们在建立大鼠小肠炎基础上袁通过测定
大鼠小肠组织中髓过氧化物酶渊ＭＰＯ冤袁超氧化物歧

化晦渊ＳＯＤ冤活性的变化袁以探讨姜黄素的抗炎机制遥
材料和方法
一尧实验动物

于姜科姜黄属植物姜黄的根茎袁是姜黄中的主要活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渊ＳＤ冤大鼠 ８０ 只袁雌性袁体质量

性成分遥 近年来袁国内外许多文献相继报道姜黄素
具有抗感染尧抗炎尧抗凝尧抗癌尧抗氧化尧清除自由基

２００ 依 ２０ ｇ袁购于南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袁每日
光照 １２ ｈ袁室温条件下饲养遥
二尧主要试剂与仪器

作者单位院５１０５１５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病研究所
通讯作者院张振书袁Ｅ－ｍａｉｌ院ｚｚｓ６６８９＠１６３．ｃｏｍ

注射用氨甲蝶呤渊ＭＴＸ冤袁购于浙江万马药业有
限公司袁柳氮磺胺吡啶片为上海三维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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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袁ＳＯＤ 及 ＭＰＯ 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研究

酸缓冲液渊０．１ Ｍ袁ｐＨ ７．２冤袁匀浆后 １０ ０００ ｒｐｍ 离心

所袁其它试剂为国产分析纯遥 ７２２ 分光光度仪为上海

３０ ｍｉｎ袁取上清液测 ＭＰＯ尧ＳＯＤ 活性遥

第三分析仪器厂产品袁水浴箱为江苏红旗医疗器械

４． ＳＯＤ尧ＭＰＯ 的检测

厂产品遥
三尧方法

按试剂盒说明书要求严格操作遥
四尧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ｘ 依 ｓ 表示袁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０．０ 统计软件进

１． 模型建立
大鼠适应一周后袁 腹膜腔内注射氨甲蝶呤渊２０

ｍｇ／ｋｇ 体重冤袁造成小肠炎 袁第 ４ 天及第 ７ 天时处死
大鼠袁进行指标分析遥
［３］

行分析袁两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袁组间差异采

用 ｑ 检验袁Ｐ ＜ ０．０５ 差异有显著性遥
结

２． 分组及评分
实验设正常对照组尧模型对照组尧ＳＡＳＰ 组渊１００
ｍｇ／ｋｇ冤尧姜黄素组渊１００ ｍｇ／ｋｇ冤袁后两组从造模后第
２ 天开始袁每日按剂量灌胃一次袁共 ６ 次遥 第 ４ 天和
第 ７ 天分别观察大鼠一般状况及粪便性状袁记录评
分遥

疾病活动指数渊ＤＡＩ冤评分标准参照文献 遥 ＤＡＩ
＝ 渊体重下降分数 ＋ 大便性状分数 ＋ 便血分数冤／３遥
［４］

［５］

组织学评分 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大体标本袁肉

果

一尧大鼠一般状况
造模后第 ２ 天开始袁大鼠出现腹泻尧解黄色半稀
便尧稀便或粪便潜血试验渊垣冤尧血便袁精神倦怠袁活动
进食减少等现象遥 ＳＡＳＰ 组和姜黄素组的一般情况

及消化道症状好于模型组袁ＤＡＩ 评分明显降低 渊Ｐ ＜

０．０１冤袁但 ＳＡＳＰ 组和姜黄素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渊Ｐ
＞ ０．０５冤袁见表 １遥
二尧大体形态及组织学改变

眼观察大体形态并进行结肠黏膜损伤指数渊ＣＭＤＩ冤

模型组第 ４ 天可见不同程度充血尧水肿尧糜烂袁

评分袁评分标准院无损伤为 ０ 分曰轻度充血袁水肿袁表
面光滑袁无糜烂或溃疡为 １ 分曰充血水肿袁黏膜粗糙

第 ７ 天见充血水肿明显袁可见出血点及浅小溃疡形

呈颗粒状袁有糜烂或肠黏连为 ２ 分曰高度充血水肿袁
黏膜表面有坏死及溃疡形成袁 溃疡最大纵径 ＜ １．０
ｃｍ袁肠壁增厚或表面有坏死及炎症为 ３ 分曰在 ３ 分
基础上溃疡最大纵径 ＞ １．０ ｃｍ袁 或全肠壁坏死为 ４
分遥
３． 标本收集

成袁显微镜下分别见黏膜及黏膜下层血管高度扩张
充血袁大量炎细胞浸润袁以中性粒细胞为主袁ＣＭＤＩ
评分分别显著高于正常组 渊Ｐ ＜ ０．０１冤遥 姜黄素组与

ＳＡＳＰ 组大鼠肠黏膜充血尧水肿尧糜烂等现象较模型

组显著减轻遥 同时取病变最明显处组织置于 １０％中
性甲醛溶液中固定袁常规石蜡包埋袁切片袁染色袁光镜
下观察组织学改变并评分渊ＨＳ冤遥 切片 １５ 个高倍视

第 ４ 天及第 ７ 天分别腹腔注射水合氯醛麻醉大
鼠后遥 将其仰卧固定于手术台袁行沿腹部正中切口袁

野的平均评分院指标为溃疡尧炎症尧肉芽肿尧上皮细胞

分离小肠组织袁沿肠系膜纵轴剪开袁用冰生理盐水冲

异型增生尧病变深度袁按有无及轻中重程度分别计为
０袁１袁２ 和 ３袁病变深度达黏膜下层尧肌层尧浆膜层分别

洗净袁肉眼观察大体形态并进行评分袁同时取病变最

计为 １袁２ 和 ３袁以上各项相加得总分袁详见表 １遥 实

明显处组织置于 １０％中性甲醛溶液固定袁常规石蜡
包埋袁切片袁染色袁光镜下观察组织学改变并评分袁距

验过程中死亡的动物疾病活动指数 渊ＤＡＩ冤 计为 ４
分袁但由于死亡原因与结肠炎并不一定相关袁因此死

回盲瓣 ５ ｃｍ 处取 ５ ｃｍ 小肠称重袁 加入 ３ 倍体积磷

后的各项评分如组织学评级等不计入统计分析遥

组别
正常组
模型组

剂量渊ｍｇ／ｋｇ冤

ＤＡＩ

ＣＭＤＩ

ＨＳ

４

原

０．１２ 依 ０．０７

０．３０ 依 ０．１０

０．１６ 依 ０．１８

７

原

０．１２ 依 ０．０９

０．３０ 依 ０．１９

０．１６ 依 ０．２０

４

原

２．０２ 依 １．１７

２．５３ 依 ０．０９

２．０９ 依 ０．１５

要

３．１９ 依 １．０２

３．１２ 依 ０．１４

３．０４ 依 ０．２０

４

１００

１．０２ 依 ０．０９

１．６９ 依 ０．１６

１．６９ 依 ０．２４

７

１００

０．５０ 依 ０．１７

０．６１ 依 ０．２０

０．８９ 依 ０．３１

４

１００

１．０９ 依 ０．０６

１．６８ 依 ０．４２

１．６９ 依 ０．２１

７

１００

０．５１ 依 ０．３０

０．５９ 依 ０．１０

０．９０ 依 ０．３９

７
姜黄素组
ＳＡＳＰ组

表 １ 各组大鼠 ＤＡＩ袁ＣＭＤＩ 及 ＨＳ 评分比较 渊ｘ 依 ｓ冤

实验渊天冤

注院各组与同期正常组比 Ｐ ＜ ０．０１袁姜黄素组尧ＳＡＳＰ 组与同期模型组比 Ｐ 均 ＜ ０．０１曰姜黄素组与同期 ＳＡＳＰ 组比 Ｐ 均 ＞ ０．０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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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姜黄素对 ＭＰＯ 含量及 ＳＯＤ 活性的影响

个方面损伤肠道屏障的结构和功能袁不但加重原发

模型组肠黏膜 ＭＰＯ 的活性分别明显高于同期

疾病的病情袁甚至诱发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渊ＳＩＲＳ冤

正常组渊Ｐ ＜ ０．０１冤袁模型组第 ７ 天肠黏膜 ＭＰＯ 的含

和多器官功能不良综合征渊ＭＯＤＳ冤而危及生命遥

量明显低于第 ４ 天的模型遥模型组肠黏膜 ＳＯＤ 活性
明显低于同期正常组渊Ｐ ＜ ０．０１冤袁且模型组第 ７ 天肠

姜黄素主要来源于姜科姜黄属植物姜黄的根
茎袁是姜黄中的主要活性成分遥 Ｕｋｉｌ 等［９］在三硝基苯

黏膜 ＳＯＤ 的含量明显高于第 ４ 天的模型遥姜黄素组

磺酸渊ＴＮＢＳ冤诱导的实验性大肠炎大鼠中袁用姜黄

和 ＳＡＳＰ 组均可下调 ＭＰＯ 活性袁增强 ＳＯＤ 活性遥姜

素预先处理的大鼠袁腹泻症状和肠黏膜的损伤明显

黄素组在降低 ＭＰＯ袁 增加 ＳＯＤ 水平与 ＳＡＳＰ 组相
当渊Ｐ ＞ ０．０５冤渊表 ２冤遥

改善袁中性粒细胞浸润和脂质过氧化程度明显减轻袁
并抑制核因子－资Ｂ渊ＮＦ－资Ｂ冤活性遥 Ｓｈｕｋｌａ 等［１０］实验

表 ２ 各组大鼠 ＭＰＯ袁ＳＯＤ 比较 渊ｘ 依 ｓ冤
组别
正常组
模型组
姜黄素组
ＳＡＳＰ组

表明姜黄素可以使大鼠 ＳＯＤ 升高遥
正常情况下袁体内存在清除氧自由基的防御系

实验渊天冤

只数

ＳＯＤ渊Ｕ／ｇ冤

ＭＰＯ渊Ｕ／ｇ冤

４

１０

２４．３２ 依 ７．１１

０．２６ 依 ０．７６

７

１０

２３．３９ 依 ６．１８

０．２５ 依 ０．８１

统袁包括抗氧化酶和抗氧化剂遥 当抗氧化系统削弱
或氧自由基生成过度时袁氧自由基溢出细胞外袁对周

４

１０

１２．６２ 依 ２．１７

０．８２ 依 ０．２９

围组织造成损伤遥 如与生物膜不饱和脂肪酸共价结

７

１０

９．１９ 依 ３．１８

１．２２ 依 ０．３６

４

１０

１６．７３ 依 ８．１４

０．９２ 依 ０．３８

合袁激发连锁反应袁生成脂质过氧化物及降解产物如

７

１０

１９．３２ 依 ０．１９

０．５３ 依 ０．１２

４

１０

１７．６７ 依 ０．５６

０．７２ 依 ０．２４

７

１０

１９．６９ 依 ０．１６

０．５９ 依 ０．２１

注院各组与同期正常组比 Ｐ ＜ ０．０１袁姜黄素组尧ＳＡＳＰ 组与
同期模型组比 Ｐ 均 ＜ ０．０１曰姜黄素组与同期 ＳＡＳＰ 组比 Ｐ 均
＞ ０．０５遥

丙二醛渊ＭＤＡ冤袁使膜流动性降低袁通透性增加袁大量
Ｃａ２＋内流袁胞内 Ｃａ２＋负荷增加袁致细胞死亡遥 作用于
蛋白质分子袁使之变性袁酶失活袁促进炎性渗出和水
肿遥 ＳＯＤ 是内源性超氧阴离子自由基清除剂袁其活

性高低可部分反映机体清除自由基的能力 ［１１］袁可能
对脑组织起到保护作用遥 ＳＯＤ 的存在可阻止缺血损
伤部位的氧自由基损伤袁抑制体内补体激活袁从而保

四尧ＳＯＤ 和 ＭＰＯ 变化的关系

ＳＯＤ 和 ＭＰＯ 的变化呈负相关 渊ｒ ＝ － ０．４１袁Ｐ ＜
０．０５冤遥
讨

护组织细胞免遭补体活化介导的炎性损伤［１２］遥 本实

验模型组中袁大鼠肠黏膜组织 ＳＯＤ 活性明显减低而
姜黄素组大鼠一般状况及腹泻尧血便症状明显减轻袁
结肠大体和组织学评分也有所改善袁其 ＳＯＤ 活性增

论

加遥

氨甲蝶吟渊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 ＭＴＸ冤为经典的抗叶酸
代谢药袁可直接抑制肠上皮细胞 ＤＮＡ 的合成遥 Ｘｉａｎ
等 ［６］通过 ＭＴＸ 诱导的鼠小肠炎模型的研究 袁发现

许多研究表明袁自由基尧活性氧与 ＩＢＤ 非常密
切遥ＩＢＤ 病变以溃疡和炎性细胞浸润为主遥中性粒细
胞在 ＩＢＤ 和免疫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遥 中性粒细胞

ＭＴＸ 不利于肠上皮的更新袁 直接抑制肠上皮细胞

和单核细胞的吞噬作用是炎症反应的中心环节袁由

ＤＮＡ 的合成遥 导致肠隐窝细胞有丝分裂减弱和肠绒
毛缩短袁直至肠隐窝形态丧失尧绒毛皱缩脱落遥 对大

吞噬细胞通过野呼吸爆发冶产生的多种活性氧物质是
引起组织损伤的主要原因遥ＭＰＯ 是中性粒细胞嗜天

鼠腹膜注射氨甲蝶呤 ２０ ｍｇ／ｋｇ袁可导致严重的小肠

青颗粒产生的一种重要的过氧化物酶袁主要存在于

炎袁并且大鼠在 ７ 天内可全部死亡 遥 本文实验结果
［７］

表明袁ＳＤ 大鼠注射氨甲蝶呤后袁 大鼠粪便变稀袁体
重下降袁 模型组动物在 ４ 天的死亡率高达 ６０．０％袁７
天全部死亡袁与文献报道相符［８］遥

近年来袁对肠黏膜屏障功能的研究已成为热点遥

临床和实验研究发现袁多种因素都可能削弱或破坏
肠道屏障功能袁这些因素包括严重的失血尧失液曰严

嗜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中， 活性高低反映了中性
粒细胞浸润程度遥因此袁我们同时检测了 ＭＰＯ袁结果
显示袁 模型组肠黏膜组织 ＭＰＯ 活性显著高于正常
组袁且第 ７ 天高于第 ４ 天遥 姜黄素组 ＭＰＯ 活力低于
同期模型组遥 且 ＳＯＤ 与 ＭＰＯ 呈负相关袁说明随着
炎症的加重袁氧自由基生成过多袁因而导致 ＳＯＤ 水
平下隆遥

重的创伤尧烧伤尧感染曰长期应用广谱抗生素或免疫

本文结果表明袁与模型组相比袁姜黄素组大鼠一

抑制剂曰不合理全胃肠外营养及蛋白质营养不良以

般状况尧腹泻尧血便症状明显减轻袁结肠大体和组织
学评分也有所改善遥 而且姜黄素可明显增强大鼠肠

及放疗尧化疗尧电离辐射等遥 这些因素可从一个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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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组织 ＳＯＤ 表达袁 降低肠黏膜组织 ＭＰＯ 活性遥
说明姜黄素具有增强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袁同
时可减轻炎细胞的浸润袁对实验性大鼠小肠炎具有
保护作用遥

ａｎｄ ｃ－ｍｅｔ ｉｎ ｒａｔ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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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收稿日期院２００８－０１－２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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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本文编辑院白 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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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胃病学术大会第一次公告
为提高我国胃病的诊治水平袁中国医促会胃病专业委员会决定主办叶第八届全国胃病学术大会曳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１５０ 中
心医院和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和新桥医院承办袁拟定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耀 ２２ 日在河南省洛阳市召开袁届时将邀请国内
著名专家对国内外有关胃疾病的基础与临床做专题报告尧操作演示袁并安排大会论文交流和病例讨论遥我们热诚欢迎全国消化尧
普外尧肿瘤尧介入尧放疗尧化疗尧中医尧中西医结合等相关科室广大医护人员和全国各地中国医促会胃病专业委员会会员积极投稿
并踊跃参加会议遥 牡丹花的故乡欢迎八方宾朋浴
一尧会议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８ 日报到袁１９耀２１ 日学术交流袁２２ 日 １２：００ 前全部代表撤离遥
二尧征文内容
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过的有关胃及食管疾病内科尧外科尧中医尧西医尧中西医结合诊断及治疗等方面的论著尧讲座尧述评尧综
述尧经验总结尧病例分析和病例报告遥 专题讲座论文需全文袁研究论文需 ８００ 字左右中文摘要渊目的尧材料与方法尧结果尧结论冤各
１ 份袁有软盘可附寄袁欢迎网上投稿遥 请详细注明作者姓名尧工作单位尧邮政编码尧详细地址尧联系电话和电子信箱遥 截稿日期院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渊以邮戳日期为准冤遥
稿件和回执寄院河南省洛阳市解放军 １５０ 中心医院消化内科 张汝钢 收渊邮编 ４７１０３１冤遥

联系人院 张汝钢 渊电话院１３４０３７９１２２３袁Ｅ－ｍａｉｌ院ｚｒｇ０２６＠１６３．ｃｏｍ冤 或吴英超 渊电话院０３７９－６４１６９０１５袁Ｅ－ｍａｉｌ院ｍｗ９２４＠１６３．

ｃｏｍ冤遥

三尧会议安排
大会专题报告曰大会交流论文曰操作演示曰病例讨论曰公司厂家展示和宣传医药尧器械产品曰发论文资料汇编曰发学分证书渊参
加会议者获得国家级 Ｉ 类继续教育学分 ８ 分冤遥
四尧收费标准
会务费院６８０ 元／人渊含场租尧演讲尧资料尧伙食等费用冤袁其中中国医促会胃病专业委员会会员为 ６３０ 元／人袁理事 ６００ 元／人遥
住宿统一安排袁费用自理遥 会务费尧住宿费尧往返交通费按照国家规定回单位报销遥
第八届全国胃病学术大会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