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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著 ·
姜黄素对糖尿病大鼠血脑屏障的影响

吴晓黎，王智敏，郝颖，梁鹤缤，郑东明，郭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神经内科，沈阳 110021）

摘要 目的 探讨姜黄素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DM）大鼠血脑屏障（BBB）的作用。方法 实验动物分为正常对照组、

DM组、DM+姜黄素组，3个月后检测各组大鼠BBB通透性、BBB紧密连接蛋白claudin和occludin的表达，ELISA法检测大鼠皮层

白细胞介素（IL）⁃10、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蛋白含量，Western blot法检测各组大鼠核因子κB（NF⁃κB）的表达。结果

姜黄素对DM大鼠的血糖没有显著影响，但可降低DM大鼠的体质量。DM组大鼠BBB通透性显著增加（P < 0.01），claudin和

occludin的表达显著降低（P < 0.01），IL⁃10的表达降低（P < 0.01），IL⁃6和TNF⁃α的蛋白含量明显升高（P < 0.01），NF⁃κB的表达显

著增加（P < 0.01）。给予姜黄素可升高claudin和occludin的表达（P < 0.05），降低BBB通透性（P < 0.05），减少 IL⁃6和TNF⁃α的含

量（P < 0.05），提高 IL⁃10的含量（P < 0.05），并显著抑制NF⁃κB的表达（P < 0.01）。结论 应用姜黄素可通过抑制DM诱导的炎

性反应，升高claudin和occludin的表达，降低DM大鼠BBB通透性，保护DM大鼠的BBB。其保护作用可能与NF⁃κB通路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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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urcumin on Blood⁃brain Barrier in Experimental Streptozotocin⁃induced Diabetic Rats

WUXiao⁃li，WANG Zhi⁃min，HAOYing，LIANGHe⁃bin，ZHENGDong⁃ming，GUOYang
（Department of Neurology，ShengjingHospital，ChinaMedic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curcumin on blood ⁃brain barrier（BBB）in streptozotocin ⁃ induced diabetes mellitus（DM）rats.
Methods The rat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randomly：the control group，the DM group and the DM+curcumin group. The permeability of BBB
and the expressions of tight junction proteins claudin and occludin were detected after 3 months. ELISA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interleukin（IL）⁃10，IL⁃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levels.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nuclear factor κB（NF⁃
κB）. Results The weight of DM rat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y curcumin，but blood glucose was not affected. In the DM group，BBB permeabili⁃
ty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 < 0.01）；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laudin and occludin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P < 0.01）；the expression lev⁃
els of IL⁃6 and TNF⁃α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P < 0.01）；the expression level of IL⁃10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P < 0.01）；and the ex⁃
pression level of NF⁃κB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P < 0.01）. Then，administration of curcumin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claudin and occlu⁃
din（P < 0.05），reduced BBB permeability（P < 0.05），decreased the level of IL⁃6 and TNF⁃α（P < 0.05），increased the level of IL⁃10（P < 0.05），

and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of NF⁃κB（P < 0.01）. Conclusion Curcumin has protective effects on BBB in DM rats by inhibiting in⁃
flammatory reactions induced by DM，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of claudin and occludin and reducing BBB permeability in DM rats. The protective
mechanism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NF⁃κB channel.
Key words curcumin；diabetes mellitus；blood⁃brain barrier；nuclear factor κB

多年来一直认为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
与血管病变有关［1］。在脑部，DM导致的血管炎症使

血脑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结构和功能的完

整性受到破坏［2，3］，这与DM脑血管病并发症密切相

关。DM对BBB的损伤，造成脑内内环境的紊乱，加

重神经元的损伤和死亡，增加神经系统事件的风

险。但是DM对BBB的具体调节机制尚不明确。

姜黄素是从姜黄属植物根茎中提取出来的一

种酚性色素，具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在基因和细

胞信号通路多水平上具有抗炎等药理学作用［4］，对

动脉硬化、DM等疾病具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已经被

医学人员所关注。但其是否对DM的BBB有保护作

用尚未见报道。我们应用链脲佐菌素介导的DM大

鼠模型，观察姜黄素对BBB结构和功能的作用及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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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

清洁级 3月龄雄性 SD大鼠，体质量 200~220 g，
由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大鼠分为正

常对照组、DM组、DM+姜黄素组。DM大鼠模型制

备前大鼠禁食 12 h，给予单次腹腔注射溶解于 pH
4.0~4.2、浓度为 0.1 mol/L柠檬酸钠缓冲液中的链脲

佐菌素，剂量为 50 mg/kg。正常对照组注入相同剂

量生理盐水。注射后所有大鼠放入代谢笼内常规

饲养，自由饮食。大鼠血糖持续超过 16.7 mmol/L、
尿糖试纸（+++）的大鼠被认定为DM大鼠。4周后根

据体质量和血糖匹配的原则，将DM大鼠分为DM组

和DM+姜黄素组。姜黄素用1%羧甲基纤维素配成

混悬液，DM+姜黄素组每日以姜黄素 100 mg/kg灌
胃，另2组给以等量的羧甲基纤维素，为期8 周。

1.2 主要药品与试剂

链脲佐菌素（美国Sigma⁃Aldrich公司）；1%羧甲

基纤维素、伊文思蓝粉剂（evans blue，EB）（美国Flu⁃
ka 公司进口分装）；兔抗claudin多克隆抗体、小鼠抗

ocdudin多克隆抗体（美国Zymed公司）；白细胞介素

（interleukin，IL）10、IL⁃6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
crosis factor α，TNF⁃α）ELISA试剂盒（上海西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小鼠抗大鼠GAPDH抗体、核因子κ
B（nuclear factor κB，NF⁃κB）单克隆抗体（美国 Santa
Cruz公司）；SABC试剂盒、DAB显色剂、SP免疫组化

试剂盒、DAB显色剂（北京中山公司）。

1.3 BBB通透性的测定

各组大鼠在手术前 2 h股静脉注入 2%的EB（2
mL/kg）。然后在相应时间点深度麻醉，自左心室灌

注生理盐水300 mL后，断头取脑，按1 mL/100 mg脑
组织加入甲酰胺溶液，60 ℃水浴抽提 24 h，用分光

光度计在620 nm处测光密度值。作出标准曲线，计

算脑组织EB含量（μg/g脑质量）。纯甲酰胺溶液设

为空白对照。

1.4 免疫组化法检测claudin和occludin表达变化

3个月后大鼠麻醉，开胸，用生理盐水灌流后

4%多聚甲醛灌注固定。取脑置于上述固定液中固

定 24 h后，再将标本置于 30%蔗糖中沉淀 24 h。组

织块在恒冷切片机上切片。免疫组化操作步骤按

照说明书进行。

1.5 ELISA法检测脑组织中 IL⁃10、IL⁃6和TNF⁃α的
蛋白含量

取 IL⁃10、IL⁃6和 TNF⁃α ELISA试剂盒，操作步

骤按照说明书进行。根据标准品的浓度及对应的

光密度值，得到标准曲线及对应的样品浓度。

1.6 Western blot法检测脑组织中NF⁃κB蛋白表达

水平的变化

每组各取5只大鼠颈椎脱臼处死、断头、剥离并

取出大脑皮质，称取各组标本 100 g，剪碎加入冰预

冷的细胞裂解液 500 μL，超声粉碎。4 ℃、12 000
r/min离心0.5 h，取上清。采用酚试剂法测定蛋白浓

度。进行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转印，用含5%
去脂奶粉的 TTBS封闭 4 ℃ 1 h。一抗（1∶500），

4 ℃过夜。洗膜，并加入碱性磷酸酶标记的二抗

（1∶1 000），室温下 2 h。TTBS 清洗 2 次，每次 5
min；TBS洗 1次，5 min。酶显法显色。使用 Chemi
lmager 5500 V3.0 软件进行图像灰度扫描，Fluor
Chem 2.0分析软件进行分析，获取目的条带和内参

照GADPH的整合光密度值，以两者的比值作为蛋

白表达半定量指标。

1.7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以 x ± s表示，2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Bonferroni检验，

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大鼠体质量和血糖的比较

DM 组大鼠血糖较正常对照组比较显著升高

（P < 0.01），体质量显著下降（P < 0.01）。DM+姜黄

素组血糖较DM组比较无明显变化（P > 0.05），体质

量较DM组明显升高（P < 0.05）。见表1。
表1 各组大鼠的血糖和体质量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blood glucose and weight between each group

Group n Blood glucose（mmol/L） Weight（g） EB content（μg/g tissue）
Control 6 5.7±0.6 283±25.5 1.2±0.23
DM 6 28.8±4.81） 175.1±21.61） 1.9±0.881）

DM+curcumin 6 27.6±3.91） 203.5±23.31），2） 1.6±0.651），2）

1）P < 0.01 vs control group；2）P < 0.05 vs DM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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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BB通透性的变化

采用检测 EB的渗出量评估 BBB通透性的变

化。与正常对照组相比，DM组EB的含量明显升高

（P < 0.05），DM+姜黄素组EB的含量较DM组显著

下降（P < 0.05）。见表1。
2.3 各组脑组织中claudin和occludin的表达情况

免疫组化法检测各组脑组织中 claudin和 occlu⁃
din的表达变化。如图 1所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DM组 claudin和 occludin的表达水平明显降低（P <
0.01）。与DM组相比，DM+姜黄素组 claudin和 oc⁃
cludin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P < 0.05）。见表2。

图1 各组脑组织中claudin和occludin蛋白的表达

Fig.1 Expression of claudin and occludin in brain tissues in each group

Claudin

Occludin

Control group DM group DM+curcumin group

表2 各组脑组织中claudin、occludin、IL⁃10、IL⁃6、TNF⁃α和NF⁃κB含量的变化

Tab.2 Changes in expression of claudin，occludin，IL⁃10，IL⁃6，TNF⁃α，and NF⁃κB in brain tissues in each group

2.4 各组脑组织中 IL⁃10、IL⁃6和TNF⁃α的蛋白含量

DM 组的 IL⁃10 的含量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P < 0.01）；DM+姜黄素组的 IL⁃10含量明显低于正

常对照组（P < 0.05），明显高于DM组（P < 0.05）。

与 IL⁃10的结果相反，DM组的 IL⁃6和TNF⁃α含量显

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 < 0.01）；DM+姜黄素组的 IL⁃6
和TNF⁃α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 < 0.05），但明

显低于DM组（P < 0.05）。见表2。
2.5 各组NF⁃κB表达水平的变化

应用Western blot法检测皮层中NF⁃κB蛋白表

达，见图 2。与正常对照组相比，DM组的NF⁃κB显

著增加（P < 0.01）；与DM组相比，DM+姜黄素组的

NF⁃κB显著减少（P < 0.01），见表2。
3 讨论

DM 破坏 BBB 的机制非常复杂，目前尚未明

确。有人认为DM是一种伴有多种炎性因子激活为

特征的自身炎性疾病［5］。中枢神经系统内炎性反应

的过度激活可能是DM患者BBB变化的重要机制。

姜黄素为姜黄的主要活性成分，近年的大量研究证

Group n Mean OD of claudin Mean OD of occludin IL⁃10（pg/mg） IL⁃6（pg/mg） TNF⁃α（pg/mg） IDV of NF⁃κB
Control 6 0.36±0.07 0.42±0.09 135.6±19.4 79.3±13.8 101.2±15.5 32.5±5.3
DM 6 0.21±0.041） 0.24±0.061） 57.5±10.71） 161.2±21.91） 183.7±24.71） 103.6±14.21）

DM+curcumin 6 0.29±0.052），4） 0.32±0.082），4） 82.4±17.42），4） 124.4±20.32），4） 137.2±20.52），4） 66.7±9.41），3）

OD，optical density；IDV，integrated density value. 1）P < 0.01 vs control group；2）P < 0.05 vs control group；3）P < 0.01 vs DM group；4）P < 0.05 vs DM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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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姜黄素具较强的抗炎及免疫调节等活性，并且无

明显的毒副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姜黄素对DM大

鼠BBB的改善作用及相关机制。

本研究通过建立链脲佐菌素诱导的DM大鼠模

型并给予姜黄素，观察姜黄素对DM大鼠血糖、体质

量的影响。实验发现姜黄素对DM大鼠的血糖无明

显影响，但可阻止DM大鼠体质量下降。这与Babu
等［6］研究结果相似。

我们通过测定脑组织中EB含量确定各组大鼠

BBB通透性的变化。结果显示，DM组EB含量明显

升高，BBB通透性增加。免疫组化结果显示，DM组

claudin和 occludin的表达显著降低，BBB完整性受

到破坏。以上结果提示DM显著破坏了BBB的完整

性，增加了BBB的通透性。本研究中我们发现，给

予姜黄素可显著降低DM组EB的含量，BBB通透性

降低，同时显著增加DM组紧密连接蛋白 claudin和
occludin的表达，与DM组比较有显著差异。与此结

果相似，Jiang等［7］发现姜黄素可通过保护局灶性脑

缺血大鼠的BBB而起神经保护作用。Sun等［8］证实

姜黄素可通过降低脑出血小鼠基质金属蛋白酶，降

低BBB通透性，进而改善神经功能。

目前发现与 DM 相关的炎性因子很多，包括

TNF⁃α［9］、IL⁃6［10］、IL⁃1β［11］等。大量研究表明姜黄素

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Li等［12］发现姜黄素可通过抑

制 DM 大鼠 TNF⁃α从而减轻 DM 引起的神经性疼

痛。本研究结果显示，DM大鼠脑组织中 IL⁃10的含

量显著降低，IL⁃6和TNF⁃α的含量明显升高。给予

姜黄素后，IL⁃10的含量明显升高，而 IL⁃6和TNF⁃α
含量显著降低。以上结果表明姜黄素具有较强的

抗炎作用。

NF⁃κB广泛地参与炎性反应、免疫反应等多种

生物学效应。NF⁃κB信号通路的失调与很多疾病有

关，比如慢性炎症、DM、自身免疫疾病等。调控NF⁃
κB信号通路是治疗炎症、肿瘤及代谢相关疾病的重

要策略。研究发现，NF⁃κB信号通路与DM微血管

内皮损伤密切相关。HO等［13］发现高糖激活NF⁃κB，
并进一步诱导人血管内皮细胞死亡。NF⁃κB的持续

激活可能是DM微血管病变、BBB破坏的始动机制

之一。近年来研究表明，姜黄素可抑制刺激后NF⁃κB
的活性，从而对多种疾病发挥治疗与预防作用。姜

黄素通过抑制 NF⁃κB 的活性而产生强大的抗炎

作用［14，15］，而且姜黄素还可通过抑制NF⁃κB抑制蛋

白α激酶和蛋白激酶B进而抑制NF⁃κB的活性［16］。

本研究中，Western blot结果显示，DM大鼠NF⁃κB的

表达显著增加。而给予姜黄素后，NF⁃κB的表达显

著降低。说明姜黄素显著抑制了DM大鼠 NF⁃κB的

激活。

综上所述，姜黄素对DM大鼠的BBB有保护作

用。姜黄素可显著抑制DM大鼠中枢神经系统炎性

反应，降低BBB通透性，保护BBB结构和功能的完

整性。上述作用与其对NF⁃κB的抑制作用密切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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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组脑组织中NF⁃κB的表达

Fig.2 Expression of NF⁃κB in brain tissues in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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