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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对单纯性肥胖大鼠胰岛素抵抗及
瘦素抵抗的影响

于燕胡森科颜虹

【摘要】 目的探讨姜黄素对单纯性肥胖模型大鼠胰岛素抵抗及瘦素抵抗的影响。方法初

断乳雄性SPF级SD大鼠50只，按体重分层后随机分为2组。分别为高脂饲料喂饲组(30只)，基础

饲料喂饲组(20只)。8周后观察比较体重变化。建模成功后，将肥胖模型大鼠按体重随机分为3组，

分别为姜黄素高剂量组(5．00 s／ks)、姜黄素低剂量组(1．25∥kg)及肥胖模型对照组。基础饲料喂

饲组按体重随机分为2组，分别为姜黄素高剂量对照组(5．00 g／kg)、基础对照组。每组各lO只，各

组动物均自由摄食基础饲料。灌胃给予不同剂量姜黄素4周后，检测体重、脂体比、血糖、胰岛素、瘦

素、肿瘤坏死因子的影响及胰腺结构改变。结果 给予姜黄素4周后，姜黄素高剂量组大鼠体重

[(435．0±37．6)g]和体脂含量[(4．78±1．87)g]低于肥胖模型对照组大鼠体重[(492．3 4-14．8)g】

和体脂含量[(8．94±1．88)g](t值分别为4．484和4．961，P值均<o．01)；姜黄素高剂量组大鼠血糖

[(4．50±O．09)mmol／L]、胰岛素[(7．43±0．65)mmoVL]、瘦素[(3．加"4-0．39)mmol／L]及肿瘤坏死

因子水平[(2．42±0．19)ng／n【11]低于肥胖模型对照组大鼠血糖[(4．94±0．12)mmol／L]、胰岛素

[(9．30±0．21)mmol／L]、瘦素[(4．40"4-0．23)mmol／L]及肿瘤坏死因子水平[(2．86 4-0．49)I影m1]，
(t值分别为8．297、7．743、6．247、2．368，P值均<0．05)；且血糖水平与基础对照组[(4．30±0．14)

mmol／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O．399，P>0．05)。超微结构观察显示，给予姜黄素后，胰岛B细胞内

含有大量的分泌颗粒，颗粒多呈圆形，颗粒内电子密度较高，颗粒外有较大的空隙。结论姜黄素可

通过减轻胰腺组织脂肪沉积，使胰岛素淋巴回流畅通，抑制胰岛细胞的凋亡，而有效缓解肥胖引起的

胰岛素抵抗和瘦素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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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Mume the insulin and h：ptin resistance of curcumin on simplicity

obesity rats．Methods All 50 SPF grade healthy Sprague．Dawlay male initial weaning rats were used for two

groups in stratified sampling by weight：30 in treated group and 20 in control group．ney were assigned to

the following treatment for 8 weeks：the treated group was fed with high—fat food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fed

witll normal food．Eight weeks later．adiposity model rats were prepared．Groups：adiposity model rat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model+low cureumin(1．25 g／kg)，model+higll eurcumin(5．00 g／ks)and a

model group．In addition，there also had a normal control and a control+high cureumin(5．00 g／kg)

group．Ten rats in every group and all given ground feed．After intragastrie administration in different doses of

cureumin 4 weeks，the effects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by the blood sugar，insulin，leptin and

TNF．d，pathology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of pancreatic gl舳d Results Given 4 weeks the

different dose of cureumin on the simplicity obesity rats，the significant diminished weight(435．0±37．6)g
and content of lipocyte(4．78±1．87)g鹏compared with the obesity model control(492．3±14．8)g and

(8．94 4-1．88)g(t valu∞were 4．484 and 4．961 respectively，P<0．01)，level of blood sugar(4．50±

O．09)mmol／L，insulin(7．43±0．65)mmol／L，leptin(3．40±0．39)mmoL／L and TNF-d(2．42±0．19)ns／
ml were signifieandy decreased than those of adiposity model rats(4．94±0．12)mmol／L，(9．3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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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l／L，(4．40±0．23)mmol／L and(2．86 4-0．49)ng／ml(t values were 8．297，7．743，6．247 and 2．368

respectively，P<0．05)，and there was ri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control group(4．30±O．14)mmul／L
on the level of blood sugar(t=0．399，P>0．05)，There were a lot of secretory granules with large sphere

volume in B cells of pancreatic island foun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and these secretory granules

had a hi曲er electron density than those in non．disposed groups．Conclusion By diminishing tlle sediment

of fat，rela】【iIIg the lymphatic return，and refraining the apoptosis of p cells，the curcumin might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level of insulin resistance and leptin resistance caused by the high fat dieL

【Key words】 Curcumin； Rats； Insulin；Leptin

姜黄素除具有抗炎、抗突变、抗肿瘤、抗氧化、降

血脂等作用外u引，其减肥功能及降脂减肥的机制

已有报道№J，姜黄素降脂可能是通过提高载脂蛋白

A(apoA)含量，促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合成；降低载脂蛋白B(apoB)水平，加速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LDL．C)分解，从而加速血清总胆固醇和

甘油三酯的分解、转化来实现的。但姜黄素对单纯

性肥胖大鼠胰岛素抵抗、瘦素抵抗及胰腺结构改变

的影响尚未见报道。本研究采用单纯性肥胖大鼠模

型，给予姜黄素干预，观察其对血糖、胰岛素、瘦素及

肿瘤坏死因子(TNF)水平的影响，并通过光学显微

镜(简称光镜)、电子显微镜(简称电镜)观察胰腺结

构，探讨姜黄素对单纯性肥胖大鼠瘦素抵抗、胰岛素

抵抗及胰腺结构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姜黄素降脂

减肥机制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一、材料

1．姜黄素：淡黄色粉末，纯度为95％，购自陕西

赛德高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1％羧甲基纤维素配

制成混悬液，用时现配。

2．血糖试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提

供；胰岛素、瘦素、TNF．Ot放射免疫试剂盒由晶美生

物制品有限公司提供。

3．动物：初断乳雄性SD大鼠50只，SPF级[动

物合格证号：SCXK(陕)2007-001]，由西安交通大学

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饲养环境温度18—

22℃，湿度50％一60％。

4．基础饲料：大麦粉20％，脱水菜(去除水分的

包心菜)10％，豆粉20％，酵母1％，玉米粉16％，麸

皮16％，鱼粉10％，食盐2％。

5．高脂饲料配方：每100 g基础饲料中加入奶

粉10 g，猪油10 g，鸡蛋一个，浓鱼肝油lO滴及熟化

的黄豆蛋白粉25 g。

二、方法

1．建立大鼠肥胖模型：将50只健康SD雄性大

鼠，体重50一70 g，按体重分层随机分为2组。分别

为高脂饲料喂饲组(30只)，基础饲料喂饲组(20

只)。每周定时称重1次，8周后观察比较体重变

化，两组动物重量增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肥胖模

型建立成功。

2．减肥试验：建模成功后，将高脂饲料喂饲组大

鼠按体重分层随机分为3组，分别为姜黄素高剂量

组(5．00 g／kg)、姜黄素低剂量组(1．25 g／kg)及肥

胖模型对照组，每组lO只。将基础饲料喂饲组按体

重分层随机分为2组，分别为姜黄素高剂量对照组

(5．00 g／ks)、基础对照组，每组lO只。各组动物均

自由摄食基础饲料。连续灌胃给予不同剂量姜黄素

4周，每周定时称重1次，根据体重调整给药量。并

分别于姜黄素给予0周、4周检测血糖、胰岛素、瘦

素、TNF-d水平。4周后，处死动物，迅速剥离胰腺

组织，备病理及透射电镜检查。

3．观察指标：(I)重量、睾丸及肾周脂肪：称重

法；(2)血清生化指标：血糖(葡萄糖氧化酶法)、胰

岛素、瘦素(放射免疫法)、TNF—Ot(酶联免疫吸附

法)；(3)胰腺组织透射电镜：胰腺组织取出后切成

1．0 mm3小块，立即置人新鲜2．5％Tris磷酸戊二醛

固定液中4℃固定2 h以上，经脱水、浸透与包埋、

制超薄切片、电子染色后，日本H-600E透射电子显

微镜观察胰腺超微结构改变；(4)病理HE染色：胰

腺组织经甲醛固定，常规梯度酒精脱水，二甲苯透

明，石蜡包埋，切片，HE染色，封片，Olympus显微镜

观察胰腺的结构改变。

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1．0统计软件包进

行统计分析。各组数据均用均数±标准差(元±s)表

示，样本均数之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

(ANOVA)，多重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法(LSD)，P<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肥胖大鼠模型建立情况

高脂饲料喂饲SD大鼠可显著增加肥胖模型动

物重量(P<0．05，表1)。

二、姜黄素对大鼠体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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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可显著降低肥胖模型大鼠的体重增长速

度，模型+高剂量姜黄素组大鼠增重较模型+低剂

量姜黄素组相对缓慢，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2)。

表1高脂饲料喂饲对sD大鼠体重的影响(i 4-s，g)

注：4与基础对照组比较：t；5．52，P<O．05

表2不同组别、不同时间大鼠体重(元±s，g，n=10)

注：‘与模型组比较：‘=2．037，P<0．05．b与模型组比较：t=

4．484，P<O．01 e与模型组比较：t=2．465，P<0．05；。与模型+低

剂量姜黄素组比较：t=O．891，P>0．05

三、姜黄素对大鼠体脂及脂体比的影响

姜黄素可显著降低肥胖模型动物体脂；模型+

高剂量姜黄素组大鼠体脂与模型+低剂量姜黄素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3)。

四、给予姜黄素0周时大鼠血糖、胰岛素、瘦素

及TNF水平

给予姜黄素0周时，基础对照组、姜黄素对照组

的血糖、胰岛素、瘦素及TNF均低于肥胖组(表4)。

表3不同组别在给药4周时大鼠体脂情况(n=10)

注：‘与模型组比较：t=4．9t51，P<0．01．b与模型组比较：t=

3．739，P<0．01；。与模型组比较：t=4．731，P<0．01；4与模型组比

较：l=3．214，P<0．Ol；。与模型+高剂量姜黄素组比较：I=2．674，

P<O．01；‘与模型+商剂量姜黄素组比较：t=3．049，P<O．01

五、给予姜黄素4周时大鼠血糖、胰岛素、瘦素

及TNF水平

给予姜黄素4周时，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姜黄素可

显著降低肥胖大鼠血糖、胰岛素、瘦素及TNF，且血糖

水平已接近基础对照组水平；模型+姜黄素高剂量组

胰岛素、瘦素及TNF水平已显著降低，但与基础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5)。

六、姜黄素对大鼠胰腺组织病理学影响

1．肥胖模型组：腺泡细胞脂肪变性：腺泡细胞体

积增大，可见胰岛细胞空泡变性。腺泡细胞萎缩变

性：腺泡细胞体积缩小，核结构不清，胰岛细胞间结

缔组织纤维增生明显(图1)。

2．肥胖模型+高剂量姜黄素组：脂肪细胞变性

明显减轻，个别可见到局灶性的胞质周边细小脂滴

空泡。腺泡细胞间脂肪减少(图2)。

表4姜黄素给予0周时大鼠血糖、胰岛素、瘦素及肿瘤坏死因子水平(孑±s，mmol／L，n=8)

注：-与基础对照组比较：f=6．933，P<O．01；‘与基础对照组比较：t；10．277，P<0．Ol；。与基础对照组比较：t=15．410，尸<0．01；4与基础

对照组比较：t=46．416，P<O．Ol；。与基础对照组比较：￡=16．240，P<0．01；‘与基础对照组比较：t=16．814。P<0．01；5与基础对照组比较：

t=5．988，P<o．01．h与基础对照组比较：t=5．932，P<o．01

表5给予姜黄素4周时大鼠血糖、胰岛素、瘦素及肿瘤坏死因子水平(面±s，mmol／L，，l=8)

注：‘与基础对照组比较：t=9．817，P<O．OI．b与基础对照组比较：I=o．399，P>o．05；。与基础对照组比较：l=57．067，P<o．ol；4与基础对

照组比较：I=12．880，JP<0．01；。与基础对照组比较：t=14．088，P<o．Ol；‘与基础对照组比较：I-6．156，P<0．01；5与基础对照组比较：t=

6．252，P<O．Ol；“与基础对照组比较：I=8．632，P<O．01；‘与模型组比较：I=8．297，P<O．01；J与模型组比较：‘=7．743，P<O．01；‘与模型组

比较：l=6．247，P<O．01；1与模型组比较：I=2．368，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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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大鼠胰腺组织病理观察结果(HE ×200)

七、姜黄素对大鼠胰腺组织透射电镜结果

1．肥胖模型组：胰岛B细胞内分泌颗粒减少，颗粒

电子密度较低，可见到凋亡细胞(图3，×5000)。B细

胞内分泌颗粒外空隙减小，细胞质内线粒体肿胀，高尔

基体扩张(图4，x20000)。

2．肥胖模型+姜黄素高剂量组：胰岛B细胞内含

有大量的分泌颗粒，颗粒多呈圆形，颗粒内电子密度较

高，颗粒外有较大的空隙(图5，×5000)。B细胞内含

有少量的线粒体，电子密度较高(图6，x20 ooo)。

图3—6大鼠胰腺组织透射电镜结果

讨 论

肥胖是导致多种慢性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本研

究以单纯性肥胖大鼠为干预对象，观察姜黄素的体

重控制作用，并探讨其对胰岛

素抵抗、瘦素抵抗及胰腺结构

的影响。

实验结果显示，单纯性肥

胖模型动物姜黄素干预4周

后，可显著降低肥胖模型动物

的体重增长速度和体脂含量，

提示姜黄素对单纯性肥胖模

型动物的体重控制作用是通

过降低体脂含量实现的。

本实验结果还显示：给予姜黄素干预0周时，单

纯性肥胖模型组大鼠的血清血糖、胰岛素、瘦素水平

明显高于基础对照组，说明肥胖动物存在胰岛素抵

抗和瘦素抵抗。这可能是肥胖使胰岛素受体数量减

少，亲和力下降及靶细胞酶活性异常，而引起受体功

能减弱。且受体敏感性降低，胰岛素分泌增加，而产

生胰岛素抵抗¨J。瘦素抵抗是高胰岛素血症和胰

岛素抵抗的间接结果埔圳。

给予姜黄素干预4周后，大鼠血糖、胰岛素、瘦

素水平均显著下降，提示姜黄

素可能改善胰岛细胞的功能，

使胰岛素功能增强，且瘦素受

体的敏感性提高，使其抑制神

经肽Y基因表达、合成和分

泌，促进能量代谢，增加产热，

从而缓解胰岛素抵抗和瘦素

抵抗。

资料显示，伴有胰岛素抵

抗的肥胖啮齿类动物和人类

肥胖者的脂肪组织TNF-仅基

因均呈过度表达¨m11 o。

TNF．Ot可能在肥胖与糖尿病

的全身性胰岛素抵抗中起关

键作用¨2|。本研究显示，给

予姜黄素后，血清TNF-d较

模型组大鼠明显降低。提示

姜黄素可能是通过抑制诱导

靶细胞产生细胞抑制因子-3

介导胰岛素受体底物的丝氨

酸磷酸化，提高胰岛素受体酪

氨酸磷酸化及信号传导，缓解胰岛素依赖的葡萄糖

转运，从而加速脂肪分解动员，减轻胰岛素抵抗。

胰腺病理结果显示，肥胖模型大鼠胰岛细胞脂

肪变性及空泡样变性。胰岛脂肪变性可导致细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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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受损，胰岛素合成、分泌障碍，使动物血糖升高，胰

岛素代偿性分泌增加，故肥胖模型大鼠胰岛素水平

较高，但血糖仍高于基础对照大鼠，而表现为胰岛素

抵抗。

胰岛素抵抗的发生既有脂肪细胞因子作用，又

与B细胞功能缺陷有关¨引。本实验结果提示用高

脂饮食诱发大鼠肥胖后，肥胖个体胰腺组织脂肪堆

积、结缔组织增生，影响胰腺组织的微循环和淋巴回

流，迫使新生胰岛素经肝门静脉途径异常转运，而被

大量灭活，进而引发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抵抗、瘦

素抵抗。

胰腺透射电镜结果提示肥胖模型大鼠胰腺细胞

出现线粒体肿胀、细胞凋亡，p细胞分泌颗粒减少。

而线粒体的损伤，自由基生成过多，必然导致细胞和

组织的损伤及某些生物大分子结构发生改变¨引。

且B细胞分泌颗粒减少，又导致其合成和分泌功能

缺陷，B细胞凋亡增加¨引。给予姜黄素干预后，可

能是由于姜黄素可保护胰岛B细胞内细胞器的正

常功能，避免脂质过氧化，降低胰腺细胞的脂肪变

性，抑制细胞凋亡，从而改善肥胖大鼠胰腺13细胞

损伤，而达到降脂减肥作用。

综上所述，姜黄素可有效缓解肥胖引起的胰岛

素抵抗和瘦素抵抗，其机制可能是由于姜黄素可减

轻胰腺组织脂肪沉积，胰岛素淋巴回流畅通；缓解细

胞线粒体损伤，抑制胰岛细胞的凋亡，从而起到降脂

减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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