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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对糖尿病大鼠肾脏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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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姜黄素对糖尿病大鼠肾脏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方法 用链脲佐菌素（ＳＴＺ）诱导制备糖尿病大鼠
模型，并随机分为糖尿病组和姜黄素治疗组，另设一正常对照组。治疗组给予姜黄素２００ｍｇ?（ｋｇ·ｄ）灌胃，为期８
周。然后进行肾脏形态学观察和血尿素氮（ＢＵＮ）、血肌酐（Ｓｃｒ）、内生肌酐清除率（Ｃｃｒ）、尿白蛋白排泄率（ＵＡＥＲ）等
的检测。结果 糖尿病组大鼠Ｃｃｒ、ＵＡＥＲ、尿白蛋白?肌酐、肾小球平均截面积（ＭＧＡ）、肾小球平均体积（ＭＧＶ）均显
著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１或 Ｐ＜０．０５）。光镜和电镜下观察显示，糖尿病组大鼠较正常对照组大鼠肾小球明显
增大，细胞数目增多，基底膜节段性增厚，部分足细胞足突融合。姜黄素治疗组上述异常均明显减轻。三组大鼠

间血ＢＵＮ和 Ｓｃｒ两两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结论 姜黄素可明显改善糖尿病大鼠肾脏病理改变，减轻肾脏

肥大和高滤过状态，降低尿白蛋白，对糖尿病大鼠有肾脏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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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ＤＮ）是糖尿病的
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其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阐明，

对其防治亦缺乏有效的手段。姜黄素（Ｃｕｒｃｕｍｉｎ，
二阿魏酰基甲烷）是从姜黄属中药姜黄、郁金、莪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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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science-tru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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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块茎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酚性色素，具有抗炎、抗

氧化、清除自由基、降脂、抗肿瘤、抗微生物等多方面

的药理作用［１２］，但姜黄素是否对糖尿病肾病有防治

作用，目前尚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观察姜黄素对

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大鼠肾脏结构和功能的影

响，观察其对糖尿病大鼠肾脏是否具有保护作用，为

其防治疗糖尿病肾病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实验动物 ８周龄清洁级雄性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
３５只，购自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实验动物中心，
许可证号为 ＳＣＸＫ（渝）２００２０００３，体质量 １７５～２００ｇ。
饲养条件：温度１８～２５℃，湿度７５％，１２ｈ交替照明。
１．１．２ 试药与仪器 链脲佐菌素（ＳＴＺ）购自 Ｓｉｇｍａ
公司，姜黄素，分析纯，５ｇ?瓶，购自上海三爱思试剂
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０３１２１６。羧甲基纤维素８００～１２００
购自上海试剂总厂，批号：Ｆ２００３０４０５。血尿素氮和
血、尿肌酐测定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

所，尿白蛋白测定试剂盒购自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同位素所。ＣＭＩＳＡ彩色图像处理系统（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ＨＩＴＡＣＨＨ６００型透射电子显微镜（日本）。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动物模型的建立与分组 所有大鼠适应性喂

养１周，禁食１０ｈ后，随机选取２５只，链脲佐菌素溶
于０．１ｍｏｌ?Ｌ枸橼酸－枸橼酸钠缓冲液（ｐＨ４．２）中配
成０．５％的溶液，以６０ｍｇ?ｋｇ体重单次腹腔注射，７２ｈ
后尾静脉采血测血糖，以血糖浓度＞１６．６７ｍｍｏｌ?Ｌ作
为糖尿病模型建立标准［３］，共成模 ２０只，未成模的
剔除。成模大鼠随机分为糖尿病组和姜黄素治疗

组，每组１０只。另 １０只大鼠给以等体积的枸橼酸
－枸橼酸钠缓冲液腹腔注射，作为正常对照组。姜
黄素用１％羧甲基纤维素配成混悬液，治疗组每日
以姜黄素２００ｍｇ?ｋｇ体重灌胃，另两组给以等量的羧

甲基纤维素灌胃，为期 ８周。实验期间动物自由进
食进水，未使用胰岛素及其它降糖药物。

１．２．２ 标本收集 在用药８周末，尾静脉采血测血糖，
用代谢笼准确收集２４ｈ尿量，新鲜尿样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
速度离心１５ｍｉｎ，去沉渣－２０℃保存。然后以７ｍＬ?ｋｇ
的剂量腹腔注射２０％乌拉坦麻醉大鼠，取双肾，去除
肾包膜，称重后迅速取约１ｍｍ×１ｍｍ×１ｍｍ大小的
肾皮质，４％戊二醛固定以备电镜观察，余肾用４％多
聚甲醛固定，做病理切片行ＨＥ和ＰＡＳ染色。
１．２．３ 观察指标和测定方法 采用二乙酰－肟法
检测血尿素氮，除蛋白苦味酸法检测血肌酐和尿肌

酐，放免法检测尿白蛋白。

１．２．４ 肾脏形态学观察 肾组织经固定，常规脱

水，石蜡包埋，切成 ４μｍ厚切片，行 ＨＥ和 ＰＡＳ染
色。用ＣＭＩＳＡ彩色图像处理系统进行病理分析，每
张切片随机选择１０个正切的肾小球，测肾小球平均
截面积（ＭＧＡ），取其平均值作为每个标本的 ＭＧＡ，
根据肾小球平均体积（ＭＧＶ）公式［ＭＧＶ＝１．２５×
（ＭＧＡ）３?２］计算ＭＧＶ。另取约１ｍｍ×１ｍｍ×１ｍｍ大
小的肾组织用 ４％戊二醛前固定，２％锇酸（ｐＨ７．４）
后固定（４℃），乙醇丙酮梯度脱水，ＥＤＰＯＮ８１６环氧
树脂包埋，ＬＫＢⅢ型切片机超薄切片，铀－铅双重染
色，透射电镜下观察肾超微结构变化。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实验所得数据用珋ｘ±ｓ表示，用
ＳＡＳ软件进行组间方差分析，每两组间均数的比较
用 ｑ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各组大鼠肾脏各生化指标的变化 见表 １。
糖尿病组大鼠的 Ｃｃｒ、ＵＡＥＲ和尿白蛋白?肌酐均明
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均 Ｐ＜０．０１），姜黄素治疗组较
糖尿病组上述各指标均明显降低（Ｐ＜０．０１或 Ｐ＜
０．０５）；三组大鼠间血 ＢＵＮ和 Ｓｃｒ两两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８周末各组大鼠肾功能相关指标的水平（珋ｘ±ｓ）

组别 ｎ
血尿素氮

（ｃ?ｍｍｏｌ·Ｌ－１）
血肌酐

（ｃ?μｍｏｌ·Ｌ
－１）

内生肌酐清除率

［ｍＬ?（ｍｉｎ·ｋｇ）］
尿白蛋白排泄率

（μｇ?２４ｈ）
尿白蛋白?肌酐
（μｇ?μｍｏｌ）

正常对照组 １０ ７．６０±３．５６ ５１．５４±７．６７ ２．７９±０．９８ ２３．７４±３．５７ ０．３９±０．１３
糖尿病组 ９ １１．３０±３．９７ ６０．１３±１０．７２ ４．８７±１．２５ １０７．２１±７．３６ ２．５２±０．７８

姜黄素治疗组 ９ ９．４２±３．２５ ５２．４６±８．０４ ３．２５±１．０４△ ６６．３２±５．４６△△ １．３１±０．４２△

Ｐ＜０．０１ｖｓ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ｖｓ糖尿病组

２．２ 各组大鼠肾脏组织病理学的特点 见图１，图
２，表２。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光镜下ＨＥ染色切片可
见糖尿病组大鼠肾小球体积显著增大，ＰＡＳ染色示
肾小球ＰＡＳ红染区扩大，颜色加深，系膜区增宽，毛

细血管管腔受压；而姜黄素治疗组上述改变明显轻

于糖尿病组。病理图像分析显示，糖尿病组大鼠

ＭＧＡ和 ＭＧＶ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Ｐ均 ＜
０．０１），姜黄素治疗组较糖尿病组上述指标均明显降

于冬青，等．姜黄素对糖尿病大鼠肾脏结构和功能的影响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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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Ｐ均＜０．０１），但仍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图１ 各组大鼠肾小球光镜下的形态变化（ＨＥ，×４００）
Ａ：正常对照组，肾小球体积正常；Ｂ：糖尿病组，肾小球体积增大，细胞数目增多；Ｃ：姜黄素治疗组，肾小球
体积和细胞数目较糖尿病组明显减轻

Ｆｉｇ．１ Ｌｉｇｈｔ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ｏｆ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ｕ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ｔｓ（ＨＥ，×４００）
Ａ：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ｕｓ；Ｂ：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ａ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Ｌａｒｇｅ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ｕｓ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ｔｙ；
Ｃ：Ｃｕｒｔｒｅａｔｅｄｒａ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ｗａｓｍｕｃｈｌｉｇｈ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ａｔｓ

图２ 各组大鼠肾小球光镜下的形态变化（ＰＡＳ，×１００）
Ａ：正常对照组，ＰＡＳ轻度红染；Ｂ：糖尿病组，ＰＡＳ红染区扩大，颜色加深；Ｃ：姜黄素治疗组，ＰＡＳ红染区较
糖尿病组减少，颜色减轻

Ｆｉｇ．２ Ｌｉｇｈｔ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ｏｆ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ｕ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ｔｓ（ＰＡＳ，×１００）
Ａ：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ＰＡＳｌｉｇｈｔ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Ｂ：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ａ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ＰＡＳｈｅａｖｙ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ａｒｅａ；
Ｃ：Ｃｕｒｔｒｅａｔｅｄｒａ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ＰＡＳ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ａｒｅａｍｕｃｈｌｉｇｈ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ａｔｓ

表２ ８周末各组大鼠ＭＧＡ和ＭＧＶ的水平（珋ｘ±ｓ）
组别 ｎ ＭＧＡ（×１０－３μｍ

２） ＭＧＶ（×１０－４μｍ
３）

正常对照组 １０ ６．２６±０．４４ ６２．１５±６．５６
糖尿病组 ９ ９．５２±０．９７ １１６．６１±１７．４８

姜黄素治疗组 ９ ７．６５±０．５３△△ ８３．７４±８．８６△△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ｖｓ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１ｖｓ糖尿
病组

２．３ 各组大鼠肾脏超微结构的特点 见图 ３。透
射电镜下观察显示，正常对照组大鼠肾小球血管袢

结构清晰，内皮细胞、基底膜及足细胞等结构均正常；

糖尿病组大鼠肾小球基底膜节段性增厚，增厚处基膜

的三层细微结构不清楚，呈均质状，部分足细胞足突

融合；而姜黄素治疗组上述改变明显轻于糖尿病组。

图３ 各组大鼠肾小球电镜下的特点（×１５０００）
Ａ：正常对照组，基底膜正常，足突正常；Ｂ：糖尿病组，基底膜局限性节段性增厚，足突融合；Ｃ：姜黄素治疗
组，基底膜大致正常，足突轻度融合

Ｆｉｇ．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ｏｆ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ｕ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ａｔｓ（×１５０００）
Ａ：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ａｎｄｆｏｏ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Ｂ：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ｒａ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ａｎｄｆｏｏ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Ｃ：Ｃｕｒｔｒｅａｔｅｄｒａｔｓ，Ｓｈｏｗｉｎｇｍｉｌｄｆｏｏ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ｂａｓｅｍｅｎｔ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４４ 山 东 大 学 学 报 （医 学 版） ４７卷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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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一次足量给予动物链脲佐菌素可造成β细胞大

量破坏，胰岛素合成和分泌减少，引起糖代谢紊乱，

从而导致糖尿病。该速发型模型的发生发展变化类

似于人类１型糖尿病。虽然其肾脏病理改变较缓慢
轻微，但成模２周后肾小球滤过率和肾血流量即增
加，出现高滤过现象，所以通常用来做糖尿病肾病方

面的研究［４］。本实验造模成功，且在整个实验期间，

血糖稳定在较高的水平，无胰岛功能恢复模型。

ＤＮ可分为５期，Ⅰ～Ⅲ期基本为早期ＤＮ，主要
表现为肾脏肥大和肾小球高滤过，肾小球结构出现

改变，基底膜增厚和系膜基质增多，尿白蛋白排泄率

正常或出现微量白蛋白尿；Ⅳ期出现大量白蛋白尿，

肾小球滤过率开始下降，基底膜增厚和系膜基质增

加较前更加明显，临床出现进行性增加的非选择性

蛋白尿，可伴双下肢浮肿和高血压，肾功能逐渐减

退；Ⅴ期为尿毒症期，多数肾单位闭锁，血尿素氮、肌

酐升高，血压升高［５］。本实验结束时，糖尿病组大鼠

肾脏重量和肾肥大指数及内生肌酐清除率均较正常

对照组明显增加，电镜下见基底膜节段性增厚和部

分足细胞足突融合，同时尿白蛋白排泄率及尿白蛋

白?肌酐较正常对照组均明显增高，表明糖尿病大鼠
成模８周时已进入早期 ＤＮ阶段，而姜黄素治疗组
上述肾脏病理改变明显减轻，内生肌酐清除率和尿

白蛋白排泄率亦显著低于糖尿病组，表明姜黄素对

糖尿病大鼠有肾脏保护作用，能减轻肾脏高滤过状

态和肾脏肥大、基底膜增厚等早期糖尿病肾病病理

改变，降低尿白蛋白，从而延缓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和

恶化。

已知姜黄素是一多效的多环酚类化合物，且其

来源广泛、价格低廉，副作用小，因而积极地研究姜

黄素治疗糖尿病肾病的作用和机制具有重要的意

义，推测姜黄素在临床防治糖尿病肾病方面具有广

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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