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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对肿瘤坏死因子一ａ所致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凋亡的影响
张丽，梁中琴，顾振纶

（苏州大学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苏州大学衰老和神经疾病实验室苏州中药研究所，江苏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要：目的观察姜黄素对肿瘤坏死因子一ａ（ＴＮＦ—ａ）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ＨＵＶＥＣ）损伤的保护作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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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建立ＴＮＦ—Ｕ致ＨＵＶＥＣ损伤模型；ＭＴＴ检测细胞的存活率；光镜观察细胞形态的改变；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
凋亡峰；Ｈｏｅｃｈｓｔ ３３２５８染色荧光显微镜检测凋亡的细胞核；ＲＴ—ＰＣＲ检测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基因的表达。结果姜黄素处
理组与ＴＮＦ—ｎ组比较其ＨＵＶＥＣ贴壁良好；荧光显微镜下可见凋亡小体减少；流式细胞术检测凋亡峰明显降低；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基因表达下调。结论姜黄素对ＴＮＦ—ａ所致的ＨＵＶＥＣ凋亡具有保护作用，该作用可能是通过下调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的基因表达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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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疾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病中，细胞因子ＴＮＦ—ａ常常起着启动和加速作用，

具有较高的病死率和致残率。内皮细胞损伤是脑血

其增多可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神经胶质细胞、巨噬

管疾病发生的首要环节。脑卒中、神经退行性疾病帕

细胞、血管内皮细胞，从而产生更多的自由基、补体、

金森病（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
７

７

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Ｄ）、阿尔茨海默病

蛋白酶等而加重脑损伤。

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Ｄ）、亨廷顿舞蹈症

目前炎症和氧化应激在脑卒中及神经退行性疾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Ｄ）与内皮细胞氧化损伤

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姜黄素依靠

有重要的关系［１’２］。血管内皮细胞是一种代谢活跃的

其良好的抗氧化和抗炎等作用，在脑保护及治疗脑

w.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

ｓ

血管病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９］。本研究通过
ＴＮＦ—ａ刺激内皮细胞凋亡，观察姜黄素对内皮细胞

ww

细胞。高血糖、缺氧、细胞内中毒、氧化修饰型低密度

脂蛋白（ｏｘ—ＬＤＬ）、肿瘤坏死因子一ａ（ＴＮＦ—Ｑ）都可
促进内皮细胞凋亡［３￣６］。内皮细胞凋亡与增殖之间

凋亡的影响。

的动态平衡维持着内皮细胞数量的稳定和血管功能

１材料

的正常。然而内皮细胞凋亡过度既是内皮细胞功能

姜黄素（质量分数９９％，Ｓｉｇｍａ公司产品），用

失调的始动环节，又是动脉粥样硬化及冠心病、脑卒

ＤＭＳＯ溶解，配成１ ｍｇ／ｍＬ的溶液，４℃冰箱保

中发生、发展的细胞学基础［７’８］。在中枢神经系统疾

存。临用时，以完全培养液稀释。ＢＸ一５１型荧光显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４—２５
作者简介：张丽（１９７ｌ一），女，河南省鹿邑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神经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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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呈蓝色细胞核的细胞。

国；ＤＧ３０２２型酶联免疫检测仪，国营华东电子管厂

２．４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用含１０％灭活新

产品。ＭＴＴ、ＲｎａｓｅＡ、蛋白酶Ｋ均为Ｓｉｇｍａ产品；

生小牛血清的Ｍ１３１完全培养液调细胞浓度为２×

３３２５８染色试剂盒，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

１０５／ｍＬ，将细胞悬液加入６孔培养板中，３７℃、５％

Ｈｏｅｃｈｓｔ

m

微镜，Ｏｌｙｍｐｕｓ；ＥＰＩＣＳ ＸＬ流式细胞仪，Ｃｏｕｌｔｅｒ美

ＣＯ。条件下培养过夜，待细胞长至融合进行分组：对

２方法

照组（给予常规Ｍ１３１完全培养液）；ＴＮＦ～ａ组

２．１

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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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

（ＴＮＦ—ａ １００ ｎｇ／ｍＬ）；实验组在ＴＮＦ—ａ刺激前

内皮细胞培养：人脐静脉内皮细胞（ＨＵＶＥＣ）

按Ｒｉｓｓｏ等Ｄ０３改良的方法培养。无菌条件下取新生

０．５

儿脐带（２０～２５ ｃｍ），剪去两端钳痕，用ＰＢＳ（磷酸

集细胞，ＰＢＳ清洗，７０％冰乙醇固定；ＰＢＳ悬浮细

盐缓冲盐水）冲洗脐带内的残血，０．１％胶原酶溶

胞、ｌ

液１０ ｍＬ充满静脉，３７℃温浴１５ ｍｉｎ。收集消化液

综合染液（ＰＩ、ＲＮａｓｅ、Ｔｒｉｔｏｎ ｘ一１００）一步法染色

并用含５％血清的ＰＢＳ冲洗静脉，合并两液，１

３０

０００

ｈ加入姜黄素５０ ｐｇ／ｍＬ。药物作用２４ ｈ后收

５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洗涤６ ｍｉｎ、再悬浮；碘化丙啶

ｍｉｎ［１１３；３００目尼龙筛网滤过，流式细胞仪检测。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弃去上清液，用含有２０％小牛

数据由ＬＹＳＩＳ １１软件分析处理。

血清、青霉素（１００ Ｕ／ｍＬ）一链霉素（１００ ｐｇ／ｍＬ）、

２．５

０，００２％内皮细胞生长因子的Ｍ１３１培养液，于

基因表达的调控作用

３７℃、５％Ｃ０。条件下培养，次日换液，以后每２～３

２．５．１

２．２

ＨＵＶＥＣ凋亡的诱导：取生长良好的

ＨＵＶＥＣ，置７５ ｃｍ２培养瓶中进行培养，待细胞长至

ＭＴＴ法检测ＨＵＶＥＣ的存活率：用含１０％

灭活新生小牛血清的Ｍ１３１完全培养液调细胞浓度

融合后分组，对照组给予常规培养液培养；ＴＮＦ—ａ
组给予ＴＮＦ一。ｃ（１００ ｎｇ／ｍＬ）；用药组预先０．５ ｈ给

予不同质量浓度的姜黄素＋ＴＮＦ—ａ（１００ ｎｇ／ｍＬ），

ce

为２×１０５／ｍＬ，将１００弘Ｌ细胞悬液加入９６孔培养

板中，３７℃、５％ＣＯ。条件下培养过夜，待细胞长至

使药物终质量浓度分别为２５、５０、１００ ｐｇ／ｍＬ，培养

融合进行分组。对照组（给予常规Ｍ１３１完全培养

２４

液）；ＴＮＦ一理组（ＴＮＦ—ａ

５×１０７左右。

１００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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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换液１次，至细胞融合单层用于实验。

ＲＴ—ＰＣＲ法检测姜黄素对ＨＵＶＥＣ

ｎｇ／ｍＬ）；实验组在

ｈ，用胰酶消化后收集ＨＵＶＥＣ，细胞计数应在

２．５．２

１２．５、２５、５０、１００、２００弘ｇ／ｍＬ，每组设６个平行孔，

弘Ｌ：５×ｂｕｆｆｅｒ缓冲液４弘Ｌ，４种ｄＮＴＰ混合液（１０

３７℃、５％Ｃ０。条件下培养４８ ｈ。实验终止前４ ｈ加

ｍｍｏｌ／Ｌ）４肛Ｌ，ＭｇＣｌｚ（１５ ｍｍｏｌ／Ｌ）４弘Ｌ，随机弓｜

入１０弘Ｌ ＭＴＴ（５ ｍｇ／ｍＬ，ＰＢＳ配制无菌滤过），４

物２弘Ｌ，Ｍ—ＭＬＶ反转录酶１ ｐＬ，ｅＤＮＡ的产物１０

ｈ后用１０％ＳＤＳ（含０．０１ ｍｏｌ／Ｌ ＨＣｌ）中止反应，

弘Ｌ，加双蒸水至４０ ｐＬ。反应条件：９５℃，５ ｒａｉｎ；

以ＤＧ３０２２Ａ酶标仪于５７０ ｎｍ波长处检测吸光度

４２℃，６０ ｒａｉｎ；７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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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ＮＦ—ａ刺激的基础上加入不同质量浓度的姜黄素

ＲＴ—ＰＣＲ方法检测：ＲＴ反应体系为４０

ｒａｉｎ。ＰＣＲ反应体系５０肛Ｌ：

（Ａ）值。计算存活率（存活率一实验组Ａ值／对照组

ＩＯＸｂｕｆｆｅｒ缓冲液５止，４种ｄＮＴＰ混合液（１０

Ａ值×ｉ００％）。

ｍｍｏｌ／Ｌ）５弘Ｌ，ＭｇＣｌ２（１５ ｒｅｔｏｏｌ／Ｌ）５弘Ｌ，ｃａｓｐａｓｅ一

光镜下观察细胞的形态学改变及Ｈｏｅｃｈｓｔ

w.

２．３

３正向引物２弘Ｌ，ｅａｓｐａｓｅ一３反向引物２弘Ｌ，ｐ－ａｅｔｉｎ

３３２５８染色检测细胞凋亡情况：普通洁净盖玻片将

正向引物２ ｐＬ，ｐａｃｔｉｎ反向引物２弘Ｌ，Ｔａｑ酶１

其置于６孔板内，每孔接种２×１０５／ｍＬ ＨＵＶＥＣ悬

弘Ｌ，加双蒸水至５０ ｐＬ。ＰＣＲ引物均由上海生工生

液，３７℃、５％ＣＯ：条件下培养过夜，使盖玻片上铺

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正向引物为５’一

满细胞达８０％以上。实验分组：对照组（给予常规

ＴＴＣＡＧＡＧＧＧＧＡＴＣＧＴＴＧＴＡＧＡＡＧＴＣ一３’，反肉

ww

Ｍ１３１培养液）；ＴＮＦ—ａ组（给予ＴＮＦ—ａ

ｌＯＯ ｎｇ／

引物为５Ｉ－ＣＡＡＧＣＴＴＧＴＣＧＧＣＡＴＡＣＴＧＴＴＴ—

ｍＬ）；用药组［姜黄素（５０ ｐｇ／ｍＬ）＋ＴＮＦ—ａ（１００

ＣＡＧ一３，扩增产物２６３ ｂｐ；ｐａｃｔｉｎ正向引物为５

ｎｇ／ｍＬ）］，继续培养２４ ｈ（诱导ＨＵＶＥＣ凋亡）。吸

ＴＴＣＡＧＡＧＧＧＧＡＴＣＧＴＴＧＴＡＧＡＡＧＴＣ一３’，反向

尽培养液，加入０．５ ｍＬ固定液，固定２ ｈ。去固定

引物为５ｔ－ＣＡＡＧＣＴＴＧＴＣＧＧＣＡＴＡＣＴＧＴＴＴ—

７一

液，用ＰＢＳ洗两遍，每次３ ｒａｉｎ，吸尽液体。加入０．５

ＣＡＧ一３７，扩增产物３０９ ｂｐ。在配制琼脂糖时加入溴

ｍＬ Ｈｏｅｃｈｓｔ ３３２５８染色液，染色１５ ｍｉｎ。滴一滴抗

化乙锭（ＥＢ，０．５弘ｇ／ｍＬ），ＰＣＲ扩增产物在２％琼

荧光淬灭封片液于载玻片上，盖上贴有细胞的盖玻

脂糖凝胶上电泳，用凝胶成像系统扫描，用

片。光镜下观察细胞的形态学改变，荧光显微镜检测

ＢＡＮＤＬＥＡＤＥＲ

３．０进行灰度分析。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中草菊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５８·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３结果

未觅凋亡的细脆核。

对ＨＵＶＥＣ存活率的影响：ＭＴＴ实验结果显

姜黄素抑制ＴＮＦ—ａ诱导的ＨＵＶＥＣ凋亡：

３．３

m

３．１

Ｄｒｕｇｓ第３８卷第１２期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示，与对照组相比，ＴＮＦ—ａ组细胞存活率明显降低

ＴＮＦ—ａ（１００ ｎｇ／ｍＬ）处理ＨＵＶＥＣ ２４ ｈ，ＨＵＶＥＣ

（Ｐ＜ｏ．０１）；加入姜黄素的各组明显比单纯ＴＮＦ—ａ

呈现出凋亡特征的亚二倍体峰，表明有部分细胞发
生凋亡。而姜黄素（５０ ｔＬｇ／ｍＬ）＋ＴＮＦ一０ｔ（１００ ｎｇ／

ｐｇ／ｍＬ时细胞存活率达到（６７．７３±６．９５）％

ｍＬ）组的ＨＵＶＥＣ流式细胞仪直方图上凋亡峰降

２００

uth
.co

组细胞存活率高，且呈现剂量依赖性趋势。姜黄素

（Ｐ＜ｏ．０１），提示姜黄素可显著提高ＴＮＦ—Ｑ损伤的

低。对照组未见调亡峰。结果见表２。

ＨＵＶＥＣ的存活率，减轻其所致的损伤。见表１。
表１

表２姜黄素对ＴＮＦ—ａ损伤的Ｈ．ＵＶＥＣ细胞凋亡的
影响（；士Ｆ，一一３）

姜黄素对ＴＮＦ—ａ损伤的ＨＵＶＥＣ存活率的影响
（；±ｓ，痒一６）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ＵＶＥＣ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ＮＦ—ＣＸ Ｇ＋ｓ，露一６）
Ａ值

存活率／％

ｂｙ ＴＮＦ—ａ

ｏｎ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ＵＶＥＣ

Ｇ＋ｓ，一一３）

与对照组比较：６△尸＜Ｏ．０１；

与ＴＮＦ—ｑ组比较：’Ｐ＜Ｏ．０５

△△Ｐ＜０．０１ 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０．０５＂ＵＳ ＴＮＦ一８

-tr

组别ｐ／（ｔ＊ｇ·ｍＬ－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３．４姜黄素抑制ＨＵＶＥＣ的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基因的表
达：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基因ＲＴ—ＰＣＲ产物电泳结果见图２一

与对照组比较：△ｏＰ＜Ｏ．０１
与ＴＮＦ—ａ组比较：。｜Ｐ＜Ｏ．０５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一Ｐ＜０．０１

ＴＮＦ一０ｃ处理２４ ｈ的ＨＵＶＥＣ检测到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上

ｇｒｏｕｐ
ＵＳ

ce

△△Ｐ＜０．０１口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对照组未见明显条带出现。与对照组相比，经
调，而预先０．５ ｈ加入不同质量浓度的姜黄素组

ＴＮＦ一“ｇｒｏｕｐ

（２５、５０、１００／Ｍｇ／ｍＬ）对ＴＮＦ—ａ激活的ＨＵＶＥＣ表

３．２对ＨＵＶＥＣ形态学的影响

光镜观察结果：在实验观察期闯，对照组

达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有抑制作用，在姜黄素（５０、１００孵／

ＨＵＶＥＣ始终呈梭形贴壁生长（图１一Ａ）；而ＴＮＦ—ａ

ｍＬ）组对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有明显抑制作用（Ｐ＜０．０５），

en

３．２．１

（１００ ｎｇ／ｍＬ）培养的ＨＵＶＥＣ，细胞由梭形变圆，继

内参照ｐａｃｔｉｎ的结果表明各组的ＲＮＡ定量基本

而脱离瓶壁悬浮于培养液中，贴壁的ＨＵＶＥＣ明显

一致，见图２一Ｂ。

减少（图１一Ｂ）。姜黄素（５０／生ｇ／ｍＬ）处理的ＴＮＦ—ａ

sci

组的ＨＵＶＥＣ贴壁良好，细胞形态与对照组相比未

w.

见明显的差别（图１一Ｃ）。

Ｂ—ＴＮＦ—ａ组

ww

Ａ一对照组
Ａ—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Ｂ—ＴＮＦ一“ｇｒｏｕｐ

图１

Ｆｉｇ．１

Ａ一电泳图Ｂ一定量分析

Ｃ—ＴＮＦ—ａ＋姜黄黍组
Ｃ—ＴＮＦ—ａ＋ｃｕｒｔｕｍｉｎ

ｇｒｏｕｐ

ＨＵＶＥＣ细胞生长状态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ＨＵＶＥＣ

３．２．２荧光显微下观察ＨＵＶＥＣ凋亡结果：ＴＮＦ—

ｑ（１００ ｎｇ／ｍＬ）处理２４ ｈ的ＨＵＶＥＣ可观察到部

分细胞出现染色质浓缩，断裂的染色质形成粗细不

ｌ一对照组

２－ＴＮＦ—ｑ组

３～５－ＴＮＦ—

ｎ＋姜黄素（２５、５０、１００ ｐｇ／ｍＬ）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Ａ—－ｅｔ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ｇｒａｍ
２－ＴＮＦ－ａ
ｍＬ）

ｇｒｏｕｐ

Ｂ－－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ｙ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０．０５ 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
图２

Ｆｉｇ．２

１－ｃｏｎｔｒｏｌ

３—５一ＴＮＦ－ａ＋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２５，５０，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１００

ｖｇ／

ｇｒｏｕｐ

ＨＵＶＥＣ的ｃ嬲ｐ嬲ｅ一３ ｔｕＲＮＡ基因表达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ｍ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ＶＥＣ

４讨论

均的颗粒弥漫于胞浆；部分细胞核固缩，形成致密浓

研究发现一些炎症细胞因子，如ＴＮＦ—ａ可导致

染的凋亡细胞核，而对照组及姜黄素组ＨＵＶＥＣ均

内皮细胞损伤［１¨。目前认为ＴＮＦ一口是引起血管损

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ｒｂａｌ

［２］Ｆａｈｒｉｇ Ｔ，Ｇｅｒｌａｃｈ Ｉ，Ｈｏｒｖａｔｈ Ｅ Ａ。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ｏｆ

伤的主要成分，在病理状态下，ＴＮＦ—ａ可导致血管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ｏｃａｇｌａｏｌ

内皮细胞、血管平滑肌的损伤。ＴＮＦ—ａ在许多疾病

ａｎｄ

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发现用ＴＮＦ—ａ刺激体

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ｅｔ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ｏｋｅ

ａｎｄ

sci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Ｗ，ｅｔ ａ１．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ｉｔｓ

Ｌ，Ｒｏｍａ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ｏｆ

Ｐ，ｅｔ

ｃｅｌｌｓ

ｏｘｉｄｉｓｅｄ

ｉｎ

ａ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ｉｎ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ｏｆ ｒａｔ ｌｉｖ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ＥＪ］．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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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１）：１２１１－１２１９．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ｅｓｓｅ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６）：一４３４－４２９．

［８］Ｔｒｉｃｏｔ Ｏ，Ｍａｌｌａｔ Ｚ，Ｈｅｙｍｅｓ Ｃ，ｅｔ ａ１．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ｄｏｔｈｌｉａＩ ｃｅｌ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ｐｌａｑｕｅｓ［Ｊ－１．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１０１
（２１）：２４５０—２４５３．

［９］ＣｏｈｌｙＨＨ Ｐ，Ｈａｍｍｅｔ Ｃ，Ａｎｇｅｌ Ｍ
ｔｕｒｍｅｒｉｎ

ｏｎ

Ｆ，ｅｔ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ｄｅｎｕｄ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ｉｒ

ｏｆ

ｄｒｙｉｎｇ［Ｊ］．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ｄ．２００２，３：９８５—９９１．

［１０］Ｒｉｓｓｏ Ａ，Ｍｅｒｃｕｒｉ Ｆ，Ｑｕａｇｌｉａｒｏ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Ｌ，ｅｔ

ａ１．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ｈｉｇｈ

ｈｕｍａｎ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ｖｅｉｎ

ｅｎｄ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Ｊ］．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

２００１，２８１（５）：Ｅ９２４一Ｅ９３０．

Ｅ１１］Ｒｏｂａｙｅ Ｂ，Ｍｏｓｓｅｌｍａｎｓ Ｒ，Ｆｉｅｒｓ Ｗ，ｅｔ ａ１．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口］．Ａｍ Ｊ Ｐａ珐“，１９９１，１３８（２）；

４５３—４７７。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Ｊ］．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０３，３４（９）：２１３２—２１３７．

w.

刘新霞１”，纪雪飞１，陆玲玲１，杨柏珍３，王力华３，邹莉波ｐ

（１．沈阳药科大学生命科学与生物制药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１６；２．河北大学医学部，河北保定０７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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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１６）

要：目的

ｉｎ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Ｃｉｒｃｕｌ Ｒｅｓ，２０００，８７

文冠果果壳乙醇提取物对大鼠学习记忆障碍的改善作用

摘

ａｎｄ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ＬＤＬ口］．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

［７］Ｄｉｍｍｅｌｅｒ Ｓ，Ｚｅｉｈｅｒ Ａ Ｍ．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

ce

en

姜黄素是通过抑制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的表达而减少细胞凋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ｏｆ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预处理的ＨＵＶＥＣ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表达明显下降。提示

ａｃｕｔｅ

５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增强，而经姜黄素

ｉｎ

ｉｎ

ｈｅａｒｔｓ［Ｊ］．Ｉｎｔ Ｊ ｌｍｍｕｎｏｐａｔｈｏ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０２，１

［６］Ｓｈｉｎｏｄａ Ｍ，Ｓｈｉｍａｚｕ Ｍ－，Ｗａｋａｂａｙａｓｈｉ Ｇ，ｅｔ ａ１．Ｔｕｍｏｒ

在，凋亡信号刺激其特异性天冬氨酸残基处被剪切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ｅｘ－ｖｉｖｏ ｓｔｕｄｙ

ｒａｔ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Ｄｉｓ，２００２，１２（５）：２９７—３０５．

作用。在正常的状态下，它们以无活性的酶原形式存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ｕｍ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ｂｕｔ

ｌｅｓｉｏｎ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ｏｌｅ

（ｃａｓｐａｓｅ）家族在整个细胞凋亡过程中起中心杀手

Ｃｈｅｒｉａｎ Ｐ，Ｈａｎｋｅｙ Ｇ Ｊ，Ｅｉｋｅｌｂｏｏｍ Ｊ

Ｒ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在细胞凋亡的信号传递过程中半胱氨酸蛋白酶

Ｅｌｉ

ｏｘｉｄｉｚｅｄ ＩＯＷ—

ｎｏｔ

［５］Ｎｏｒａｔａ Ｇ Ｄ，Ｔｏｎｔｉ

黄素对ＴＮＦ—ｏｃ诱导的内皮细胞凋亡具有保护作用。

号的最终执行者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的抑制作用有关。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３）：２２５－２３２．

胞形态则未见明显改变，凋亡小体明显减少。提示姜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ｕｍ

［４］Ｄｉ Ｎ Ｐ，Ｔａｃｃａｒｄｉ Ａ，Ｇｒｉｌｌｉ Ａ，ｅｔ ａ１．Ｖｅｒａｐａｍｉｌ ｒｅｄｕｃｅｓ

见凋亡小体形成。而预先使用姜黄素组ＨＵＶＥＣ细

亡的，其对ＨＵＶＥＣ的保护作用可能与其对凋亡信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２００１，４９（４）：８７２－８８１．

胞核呈固缩、碎裂状，贴壁细胞减少；荧光显微镜可

实验结果显示ＴＮＦ—ａ刺激ＨＵＶＥＣ细胞凋亡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Ｐａｒｋｉｎｓｏｎ’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由梭形变为圆形，继而脱离瓶壁悬浮于培养液中，细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等，后者成为凋亡信号的最终执行者。本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ｏｆ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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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

外培养的ＨＵＶＥＣ诱导其凋亡后，光镜下可见细胞

至凋亡底物，由此引发瀑布式连锁反应，进而激活

ｉｎ

ａ ｐｏｔｅｎｔ

ｎｅｕ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Ｊ］．Ｍｏ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０５，６７（５）：１５＂４４—１５５５．
［３］Ｋｉｍ Ｉ，Ｍｏｏｎ Ｓ ０，Ｈａｎ Ｃ Ｙ，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ａｎｇｉｏｐｏｉｅｔｉｎ—ｔｉｅ２

行性病变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发生发展过

的ｃａｓｐａｓｅ，形成ｃａｓｐａｓｅ级联反应，将凋亡信号传

ｉ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ｓ

如缺血再灌注、炎症、动脉粥样硬化、脑卒中、神经退

后激活。上游的ｃａｓｐａｓｅ就能次序地激活其他下游

·１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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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冠果果壳乙醇提取物（ＥＥＨＸｓ）对双侧颈总动脉结扎大鼠学习记忆障碍的改善作用及其作

用机制。方法用ＤｉｇＢｅｈｖ动物行为分析系统分析大鼠的自发活动，Ｙ迷宫法及Ｍｏｒｒｉｓ水迷宫法测试大鼠的学习
记忆能力，比色法检测大脑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和丙二醛（ＭＤＡ）、乙酰胆碱酯酶（ＡｃｈＥ）的水平，
尼氏染色观察海马组织形态学改变。结果模型组大鼠自发交替反应正确率、空间记忆能力和工作记忆能力显著
降低，ＳＯＤ活性显著下降，ＭＤＡ和ＡｃｈＥ水平显著升高，海马神经元变性、脱落；ＥＥＨｘＳ显著改善大鼠的学习记
忆能力、提高ｓ０Ｄ活性、降低ＭＤＡ和ＡｃｈＥ水平，显著抑制海马神经元的变性及脱落。结论ＥＥＨＸＳ对双侧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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