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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药用植物姜黄活性成分姜黄素的肾脏保护作用，包括其对细胞因子、血管活性物质、胶原、纤维连结蛋白、氧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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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信号通路、肾组织超微结构及细胞增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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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Ｃｕｒｃｕｍａ Ｌｏｎｇａ Ｌ）是姜科姜黄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因

１．２ 姜黄素对结缔组织生长因子（ＣＴＧＦ）的影响

其根茎呈黄色，形似生姜而圆，故得其名。姜黄属植物约 ６０ 余

执行其致纤维化作用。张
ＣＴＧＦ 是 ＴＧＦ－β 的下游作用因子，

种，分布较广，盛产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北部，我国有 １６ 种，主

俊等［２］体外培养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观察不同浓度的姜黄素对

要分布在东南至西南部。姜黄属活血药，始载于《新修本草》，味

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表达 ＣＴＧＦ 的影响，
结果显示姜黄素呈剂量

辛、苦，性温，无毒，具行气滞、散风活血而止痛之功效，常用于利

依赖性抑制 ＣＴＧＦ 的表达而发挥抗肾纤维化的效应。

胆、
消炎、抗菌等治疗。

１．３ 姜黄素对肿瘤坏死因子 － α（ＴＮＦ－ 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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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ｅ，ｄｉｆｅｒｕｌｏｙｌｍｅｔｈａｎｅ，Ｃｕｒ）是从姜黄的根茎

ＴＮＦ－α 能促进巨噬细胞浸润至受损的肾间质，并诱导巨噬

中提取出来的一种脂溶性酚类色素，是一种天然的食品添加剂，

细胞的促纤维化因子增加。加剧肾间质的免疫炎症反应，
引起成

常用于食品上色和佐味，是咖哩、芥末的主要色素。姜黄素是姜

纤维细胞增殖及胶原的沉积。朱方强 ［３］ 等用姜黄素对内毒素

黄发挥药理作用的主要成分，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如抗炎、抗氧

（ＬＰＳ）腹腔注射诱导的急性肾功能损害小鼠进行干预，结果显示

化、
抗纤维化、抗诱变、抗凝、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抗 ＨＩＶ 病

姜黄素可以明显下调 ＴＬＲ２ｍＲＮＡ 的表达和 ＴＮＦ－α 的水平，能

w.

毒、
抗菌及抗肿瘤作用等。

近年姜黄素的肾脏保护作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本文就其对肾脏保护作用机制的
研究做以综述。

姜黄素对细胞因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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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姜黄素对转化生长因子 － β（ＴＧＦ－ β）影响
ＴＧＦ－β 升高常常与肾间质纤维化及肾小球硬化密切相关，

够改善 ＬＰＳ 诱导的急性肾损害。
１．４ 姜黄素对单核细胞趋化因子 －１（ＭＣＰ－１）和白细胞介素 － １
（ＩＬ－１）的影响
ＭＣＰ－１ 是一种单核细胞特异的趋化分子，体内及体外实验
均证明其在肾组织中产生增加是单核细胞浸润的主要原因，活
化的单核细胞通过分泌细胞因子，炎性介质及产生自由基造成
肾组织结构的破坏，加速肾小球硬化及小管间质纤维化的发生。
ＩＬ－１ 不仅能促进多种趋化因子的表达，还可激活巨噬细胞、淋巴

是目前公认的最关键的促纤维化生长因子。黄映红等［１］建立链脲

细胞产生更多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
引起纤维化反应。
此外，
ＩＬ－１

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动物模型，用姜黄素进行治疗，结果显

还能促进 ＥＣＭ 沉积，刺激成纤维细胞的增殖。鲍华英等［４，５］采用

示姜黄素治疗组能够使肾脏皮质 ＴＧＦ－β１ 免疫染色强度比模型

不同浓度姜黄素干预体外培养的人肾小球系膜细胞，结果显示

组明显减轻，故考虑姜黄素对早期糖尿病肾病的保护机制与抑

姜黄素呈浓度依赖性地抑制 ＬＰＳ 诱导的系膜细胞 ＭＣＰ－１ 基因

制糖尿病大鼠肾脏 ＴＧＦ－β１ 过度表达有关。

及蛋白表达，同时姜黄素还能清除 ＬＰＳ 对系膜细胞 ＩＬ－１β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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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上调，借此发挥着抗肾纤维化的作用。

减少
生，
并抑制 ＦＮ 的表达。提示姜黄素可能通过阻抑 ＦＮ 表达，
ＥＣＭ 积聚，
从而发挥对糖尿病肾脏的保护作用。

２．１ 姜黄素对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Ⅱ）的影响

om

姜黄素对血管活性物质的作用

2

姜黄素对氧化应激的影响

4

研究 ［１２－１３］表明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和顺铂细胞毒均可引起

姜黄素可以降低血浆和肾组织 ＡｎｇⅡ的表达。Ｐｕｎｉｔｈａｖａｔｈｉ 等选

肾间质内氧化应激的增加。张晓暄等［１４］研究证实氧化应激参与单

用姜黄素对博来霉素诱导肺纤维化大鼠模型进行干预，结果显

改
侧输尿管梗阻（ＵＵＯ）诱导的大鼠肾间质纤维化的发生。因此，

示：姜黄素可以明显抑制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的血管紧张素转换

善肾组织的氧化应激状态，
能够抑制肾间质纤维化。Ｅ．Ｏ． Ｆａｒｏｍｂｉ

酶含量［７］，提示其具有类似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的作用。这

等［１５］研究发现，
姜黄素可降低庆大霉素所致肾损害大鼠血浆和肾

h.c

结果显示
王岩等［６］以单侧输尿管梗阻（ＵＵＯ）大鼠为研究对象，

可能是姜黄素能够降低血浆和肾组织 ＡｎｇⅡ表达的原因之一。Ａｎｇ

组织丙二醛（ＭＤＡ）含量，同时可以提升谷胱甘肽（ＧＳＨ）含量和

Ⅱ的减少一方面可减轻肾组织的缺血、缺氧，另一方面还可通过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ＧＳＨ－Ｐｘ）活力，对抗庆大霉素所致的肾组

从而保护肾脏。
ＴＧＦ－β１ 等影响细胞外基质（ＥＣＭ）的合成和降解，

织氧化应激损害。Ｐｉｄａｒａｎ Ｍｕｒｕｇａｎ 等［１６］研究显示：四氢化姜黄素

２．２ 姜黄素对内皮素 －１（ＥＴ－１）的影响

不仅可以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水平，而且明显上调肝肾组织超
氧化物歧化酶、
过氧化氢酶、ＧＳＨ－Ｐｘ、
谷光甘肽 Ｓ 转移酶、
还原型

缺血性破坏。同时 ＥＴ－１ 还可促进 ＴＧＦ－β 表达、刺激基质合成

谷胱甘肽、维生素 Ｃ、维生素 Ｅ 的含量，明显下调过氧化氢、丙二

和降低胶原酶活性直接促进肾间质纤维化。王岩等［６］以 ＵＵＯ 大

酰硫脲活性产物（ＴＢＡＲＳ）的表达，结论四氢化姜黄素不仅可改

鼠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姜黄素可以降低血浆及肾组织 ＥＴ－１ 的

善糖尿病的代谢状态，而且明显改善糖尿病大鼠肝肾组织的氧

含量。在疾病状态下，ＡｎｇⅡ可刺激多种细胞合成 ＥＴ－１；而 ＥＴ－１

化应激状态。Ｓｈａｈｅｄ Ａｒ 等［１７］发现姜黄素可提高 ＵＵＯ 或缺血 － 再

又可增强 ＡＣＥ 的活性，进一步促进 ＡｎｇⅡ的生成。我们通过

灌注损伤大鼠的抗氧化物酶 Ｍｎ－ＳＯＤ（一种存在于线粒体基质中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发现 ＡｎｇⅡ与 ＥＴ－１ 的表达呈正的直线相关

的抗氧化酶）的含量，发挥抗氧化作用，
对肾脏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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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１ 具有收缩血管的特性，肾脏产生的 ＥＴ－１ 可加剧局部

性。ＥＴ－１ 与 ＲＡＳ 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导致梗阻性肾病的肾血

但姜黄素对氧化应激的影响亦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如 Ｌｕ－

流动力学变化，促进肾组织的缺血缺氧。由此推测姜黄素降低

ｓａｎｉａ 等［１８］用顺铂（ＣＤＤＰ）所致的肾毒性大鼠为研究对象，结果发

ＥＴ－１ 的可能机制为：姜黄素的类似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作

现姜黄素未能明显抑制 ＣＤＤＰ 引起的肾组织 ＭＤＡ 上调，亦未能

用 ，使得 ＡｎｇⅡ表达下调，进而刺激多种细胞合成 ＥＴ－１ 的作用

明显抑制 ＧＳＨ 含量下调，结论尚不能说明姜黄素对顺铂引起的

降低，ＥＴ－１ 的表达下调。

肾毒性和脂质过氧化有保护作用。

２．３ 姜黄素对一氧化氮（Ｎ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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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在此以后，
李昱辰等［１９］同样以用 ＣＤＤＰ 所致的肾毒性大鼠为

多项研究表明糖尿病早期，由于高血糖状态促进肾脏一氧

研究对象，作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其用不同剂量的姜黄素对肾毒

化氮合酶（ＮＯＳ）表达增加，
肾脏 ＮＯ 生成是增多的 。肾内 ＮＯ 生

性大鼠进行干预，结果显示低剂量姜黄素能抑制 ＣＤＤＰ 引起的

成增多是引起糖尿病早期高灌注、高滤过的主要原因。于冬青

ＭＤＡ 形成增多，提升 ＣＤＤＰ 引起 ＧＳＨ 含量降低和 ＧＳＨ－Ｐｘ 活力

等 建立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动物模型，应用姜黄素对

下降。说明低剂量姜黄素可能通过抗氧化作用和清除自由基活

糖尿病大鼠治疗 ８ 周，结果显示姜黄素使早期糖尿病大鼠肾脏

性对肾组织起到保护作用。然而，较高剂量姜黄素未见防护

ＮＯ 水平降低，这可能是姜黄素纠正糖尿病早期肾血流动学紊

ＣＤＤＰ 所致肾毒性的作用，
其原因可能与其助氧化作用有关。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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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Ｖｌａｄｉｓｌａｖ Ｅｙｂｌ 等 ［２０］研究发现姜黄素在不改变镉在肝肾脑组

乱，减轻肾脏肥大，降低蛋白尿，
改善肾功能的作用机制。

3

姜黄素对胶原和纤维连结蛋白（FN）的影响

织分布的情况下，可以改善各组织的脂质过氧化状态，起到对各
器官的保护作用。

细胞外基质（ＥＣＭ）主要的蛋白成分有胶原蛋白、ＦＮ、层粘蛋

血红素加氧酶 －１（ＨＯ－１）具有抗氧化、抗炎、抗凋亡和改善
微循环的作用，其在氧化性肾损伤中发挥着重大的保护作用。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Ｂａｌｏｇｕｎ 等［２１］体外培养的肾脏上皮细胞，在低温、低氧和

和 ＦＮ。鲍华英等 ［１０］ 在肾毒血清肾炎大鼠模型中，给予姜黄素

姜黄素存在的条件下，可以使血红素加氧酶 －１（ＨＯ－１）的表达上

５０ｍｇ／（ｋｇ·ｄ）连续 ２８ｄ 腹腔注射，结果显示姜黄素治疗组能明显

调，
可能减轻肾移植器官排斥所造成的损害。这种现象在加入氧

降低细胞外基质Ⅳ型胶原的沉积；姜黄素注射 ７ 天后肾小球内

化剂后即消失，说明姜黄素可能是通过改善细胞的氧化还原状

ＦＮ 的沉积也明显下调。提示姜黄素可抑制肾炎组织内Ⅳ型胶原

态达到使 ＨＯ－１ 表达上调的作用。Ｇａｅｄｅｋｅ 等［２２］研究证实无论是

和 ＦＮ 的积聚并可能延缓肾小球硬化的发生发展。鲍华英等［５］亦

体外还是体内姜黄素均可上调血红素加氧酶 －１（ＨＯ－１）基因的

用不同浓度姜黄素处理体外培养的人肾小球系膜细胞，结果显

表达，起到对抗肾组织纤维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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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蛋白多糖，其异常积聚是各类肾小球肾炎发展至肾小球硬化
过程中常见而又突出的病理特征，特别是Ⅲ型胶原、Ⅳ型胶原

示姜黄素为 ４μｍｏｌ／Ｌ 时就能明显抑制 ＬＰＳ 刺激的系膜细胞Ⅲ型

姜黄素对信号转导通路的影响

胶原和Ⅳ型胶原蛋白分泌，
无明显剂量依赖性。崔冰等［１１］用不同

5

浓度的姜黄素对体外高糖培养的大鼠肾小球系膜细胞 （ＭＣｓ）进

５．１ 姜黄素对 ＮＦ－ κＢ 信号转导通路的影响

行干预，结果显示不同浓度姜黄素均能抑制高糖诱导的细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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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转录因子 －κＢ（ＮＦ－κＢ）作为具有多向性调节作用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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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组；间质炎性细胞浸润亦较模型组明显减少；
１４ｄ 后小管间

子的合成，细胞增殖、ＥＣＭ 交联及成纤维细胞的分化过程。因此，

质损伤指数也低于模型组。电镜显示，
姜黄素可明显阻止肾小球

ＮＦ－ＫＢ 的激活可能是肾脏纤维化发生发展的一个中心环节。

上皮细胞足突融合以及基膜增厚，抑制系膜细胞、内皮细胞增

Ｋｕｗａｂａｒａ 等 选用姜黄素及 ＮＦ－κＢ 抑制剂 ｐｙｒｒｏｌｉｄｉｎｅ ｄｉｔｈｉｏｃａｒ－

殖，减少肾组织内炎性细胞浸润，尤其是对间质单核样细胞浸润

ｂａｍａｔｅ（ＰＤＴＣ）对单侧输尿管梗阻的大鼠进行干预，结果显示：姜

的减少作用更为明显；免疫组化也证实姜黄素应用 ７ｄ 后即可降

黄素对梗阻性肾病所导致的炎症反应和纤维化有保护作用，其

低增殖细胞核抗原（ＰＣＮＡ）的表达。结论姜黄素能明显改善肾炎

保护机制至少是与抑制 ＮＦ－κＢ 途径有关，而与 ＡＰ－１ 途径无

时肾小球超微结构的改变，并抑制系膜细胞、内皮细胞增殖，减

这
关。同时发现姜黄素可以减少肾间质单核 － 巨噬细胞的集聚，

轻小管间质损伤及肾组织内炎性细胞的浸润。鲍华英等［３０］以体外

可能与减弱了 ＭＣＰ－１ 和细胞间粘附分子 １（ＩＣＡＭ－１）有关。众所

培养的人系膜细胞为受试对象，采用不同浓度的姜黄素进行干

h.c

［２３］

om

转录因子，参与了多种炎症性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促纤维化因

周知，ＮＦ－κＢ 途径在 ＭＣＰ－１ 和 ＩＣＡＭ－１ 的转录中担负着重要

预，当姜黄素浓度≥６．２５μｍｏｌ／Ｌ 时，系膜细胞增殖明显受到抑

的作用［２４］。故推测姜黄素可能是通过抑制 ＮＦ－κＢ 途径，减弱了

制，且表现为浓度依赖性；当姜黄素浓度≥５０μｍｏｌ／Ｌ 时，姜黄素

ＭＣＰ－１ 和 ＩＣＡＭ－１ 的表达，从而减少肾间质单核 － 巨噬细胞的

抑制系膜细胞增殖的作用明显强于地塞米松（Ｐ＜０．０５）。

姜黄素等）及血管
集聚。Ｊｏｎｅｓ 等 选用生物类黄酮（包括檞皮素，
［２５］

物类黄酮（包括檞皮素，姜黄素等）及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能够减

小结

7

rut

紧张素抑制剂对单侧输尿管梗阻的大鼠进行干预，结果显示：生

综上，姜黄素可以通过影响细胞因子、血管活性物质、胶原、

弱细胞凋亡基因，趋化因子基因表达，因此可能对肾脏起到保护

纤维连结蛋白、氧化应激、信号通路、肾组织超微结构及细胞增

作用。Ｓａｎｔｏｓｈ 等［２６］发现谷胱甘肽能够抵消姜黄素对 ＮＦ－κＢ 途径

殖等多方面机制，
对肾脏起到保护作用。

的抑制，同时也能减弱姜黄素对 ＮＦ－κＢ 途径调控的细胞凋亡
（Ｂｃｌ－２，Ｂｃｌ－ｘＬ，ＩＡＰ１），由此推断姜黄素是通过调节细胞的氧化

e-t

还原状态影响 ＮＦ－κＢ 途径，
从而达到抗炎、减弱细胞凋亡，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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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报道结直肠癌淋巴结的阳性表达与临床病理因素无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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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 ［５－６］，本研究表明 ＣＥＡ 的阳性表达与淋巴管浸润及侵袭肠

（收稿日期：
2009- 09- 17）

s B colorectal caner subjects predicts a poor outlymph nodes of Duke’
come[J]. 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2000，12（5）：
549- 552.

壁深度有关，与其它临床病理因素（如性别、年龄、肿瘤部位、大

Yamamoto H，Miyake Y，
et al. Immunohistochemical assessment
[3] Noura S，

体分型、分化程度、血管浸润和肿瘤直径）无关。故 ＣＥＡ 可被认为

of localization and frequency of micrometastasis in lymph nodes of

是检测结直肠癌淋巴结微转移的敏感指标。本研究表明临床病
理因素与 ５ 年无瘤生存率无相关性，与文献报道一致［７］。而 ＭＣＭ

w.

与 ＣＥＡ（－）的患者，术后 ５ 年无瘤生存率出现明显差异，故我们
认为 ｐＮｏ 结直肠癌（Ｉ 或 ＩＩ 期），不论其临床病理因素，只要淋巴
结找到 ＭＣＭ，其预后较差，术后应予以积极的化疗。而对淋巴结
为阴性，术后不必予以化疗。通过 ＣＥＡ 检测结直肠癌淋巴结微转

colorectal cancer[J]. Clin Cancer Res，2002，8（3）：
759-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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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治疗提供重要的依据。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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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况，可以为临床医师制订术后化疗方案提供更多的信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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