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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揭示姜黄素在由表皮葡萄球菌（S.epidermidis）所致的腹膜炎中对实验动物腹膜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表达的影

响。方法 大鼠腹腔注射表皮葡萄球菌诱发急性腹膜炎，采用 Western blot 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分别在造模后 3，6，12，24
和 48 h 各时点检测姜黄素处理组与无姜黄素处理组大鼠腹膜 TNF-α 蛋白和 mRNA 的表达情况。结果 大鼠腹膜 TNF-α 蛋白

和 mRNA 的表达自感染后 6~24 h 出现时间依赖性升高。与无姜黄素处理组相比，姜黄素处理组实验动物腹膜 TNF-α 蛋白和

mRNA 表达降低。此外，姜黄素处理组腹膜细胞损伤较无姜黄素处理组轻。结论 姜黄素在由表皮葡萄球菌引起的急性腹膜炎

中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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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α Expression in the Peritoneum of Curcumine Pretreated Acute Peritonitis Rat

腹膜透析是治疗终末期肾脏疾病的重要手段。
在长期的腹膜透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腹膜透

析相关性腹膜炎。透析相关性腹膜炎会引起炎性细

胞浸润及细胞外基质的沉积，最终导致透析失败。
表皮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S.epider－
midis）腹膜炎是最常见的透析相关性腹膜炎，其病

因主要为导管附近感染［1］。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是机体在受到病毒、内毒素

脂多糖、细菌胞壁二肽、某些细胞因子和在体内能刺

激单核巨噬系统增生的非特异性佐剂等因素作用

后，产生最快、到达高峰时间最短的炎性介质［2］。有

报道表明，TNF-α 在腹膜间皮细胞存在表达，并在腹

膜炎的炎症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3］。姜黄素

（curcumin）是姜黄（姜科植物）的根茎，作为一种药

用植物最早记载于公元 659 年苏敬等撰写的《新修

草本》。具有行气破瘀、散风活血止痛之功效，临床多

用于胸胁刺痛、闭经、风湿肩臂疼痛、跌打肿痛等。姜
黄素被认为可以抑制体外肿瘤细胞的生长，因此近

年来关于姜黄素抗肿瘤方面的研究一直是领域内的

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姜黄素还具有免疫

调节和抗炎作用［4］。有研究表明，姜黄素在一些炎

症中被证明可以影响 TNF-α 的表达，进而发挥其免

疫调节的作用［5］。但是，其在由表皮葡萄球菌所致

的急性腹膜炎中会有何种作用，目前尚不清楚。本研

究旨在揭示姜黄素在急性表皮葡萄球菌腹膜炎中对

TNF-α 表达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模型制备及取材

36 只雄性 SD 大鼠（体质量 250~300 g），随机分

为姜黄素处理组及无姜黄素处理组，每组 18 只。无

姜黄素处理组大鼠腹腔注射生理盐水，姜黄素处理

组大鼠腹腔注射表皮葡萄球菌溶液 （107/ml 菌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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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urcumine treatment on the expression of TNF-α in the peritoneum of acute peritonitis
rats. Methods The rats were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S.epidermidis）for the modelization of acute peritonitis.
After a survival time of 3，6，12，24 and 48 hours，TNF-α expression in the peritoneum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nd RT-PCR in the
rats of curcumin treatment group and non-curcumin treatment group. Results TNF-α expression showed time-dependent increase at
6，12，24 hours after the infection in the non-curcumin treatment group. In curcumin treatment group，TNF-α expression decreased at
6，12，24 hours after infection compared to non-curcumin treatment group. Conclusion Curcumin may be a protective agent in acute peri－
tonitis induced by S.epidermi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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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n-curcumin treatment group；B，curcumin treatment group.

Compared with non-curcumin treatment group，* P ＜ 0.05.

图 2 大鼠腹膜 TNF-αmRNA 的表达

Fig.2 A representative RT-PCR image of the TNF-αmRNA in

non-curcumin treatment and curcumin treatment rats’

peritoneum

成单位，采用 3.86%透析液稀释）［6］。姜黄素处理组

在注射表皮葡萄球菌前 24 h，预先腹腔注射姜黄素

（1 mg/kg）。实验动物分别于感染后 3，6，24 和 48 h
后，断头处死并迅速取出腹膜，存入－80 °C 深冻冰

箱用于 Western blot 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检测。
1.2 Western blot 检测

样品剪碎后加入裂解液 4 °C 过夜。考马斯亮蓝

法进行蛋白定量，各组取等量蛋白，聚丙酰胺凝胶电

泳分离，并转至 PVDF 膜上；脱脂奶粉溶液封闭 3~7
h；一抗孵育过夜（4 ℃）；二抗常温下孵育 2 h；后进

行显色、曝光、胶片扫描、定量分析。
1.3 RT-PCR 检测

采用 Trizol 一步法提取大鼠腹膜总 RNA，然后

进行逆转录。采用引物为 ：5′ -GCAGCCTTGTCC－
CTTGA-3′，5′-GCCACCACGCTCTTCTG-3′。PCR 扩

增后，PCR 扩增产物用 3％琼脂糖凝胶进行电泳分

离观察，成像，Image-pro Plus 6.0 软件包分析。

2 结果

2.1 TNF-α 蛋白的表达

TNF-α 蛋白的表达水平在感染后 6~24 h 呈时

间依赖性上升（图 1）。与非姜黄素处理组相比，姜黄

素处理组 TNF-α 蛋白的表达含量在感染后 6，12 和

24 h 3 个时点均明显下降（P ＜ 0.05）。

2.2 TNF-α mRNA 表达

TNF-α mRNA 的表达趋势与 TNF-α 蛋白的表

达是一致的，在感染后 6~24 h 呈时间依赖性上升

（图 2）。与非姜黄素处理组相比，在感染后 6，12 和

24 h 3 个时点，姜黄素处理组 TNF-α mRNA 表达明

显减少（P ＜ 0.05）。

3 讨论

急性腹膜炎是腹膜透析过程中的常见并发症，

也是导致腹膜透析失败的常见原因。姜黄素可以减

轻革兰阳性球菌败血症模型大鼠的组织损伤，降低

其死亡率［7］。我们曾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从形态

学的层面发现了急性腹膜炎中 TNF-α 的改变。本研

究从蛋白以及 mRNA 水平证实姜黄素在表皮葡萄

球菌腹膜炎的过程中可以下调 TNF-α 的表达，对炎

症起着保护作用。
TNF-α 可以抑制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的释放及

诱导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的分泌而抑制纤溶反

应，同时促进次黄嘌呤大量生成，产生大量氧自由基

及一氧化氮造成组织细胞破坏［8］。说明 TNF-α 在炎

症中的表达可能与腹膜纤维化的发生发展相关，而

研究证实，姜黄素在由表皮葡萄球菌诱发的急性腹

膜炎中可以下调 TNF-α 的表达。因此我们产生姜黄

素可能抑制腹膜透析中腹膜纤维化的发生和发展的

假设。
总之，本研究中姜黄素在由表皮葡萄球菌诱发

A，non-curcumin treatment group；B，curcumin treatment group.

Compared with non-curcumin treatment group，* P ＜ 0.05，** P ＜ 0.05.

图 1 大鼠腹膜 TNF-α蛋白的表达

Fig.1 A representative Western blot image of the TNF-α pro-

teins in non-curcumin treatment and curcumin treatment

rats’periton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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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急性腹膜炎中可以下调 TNF-α 的表达，并减轻腹

膜炎过程中腹膜组织的细胞损伤。说明姜黄素在由

表皮葡萄球菌诱发的急性腹膜炎中起着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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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t/Frizzled 信号分子参与了该时期牙胚细胞分化

的调节。形态学上，成釉细胞和成牙本质细胞的分

化成熟过程也是细胞的极化过程，Frizzled 蛋白在此

过程中的阳性表达可能与细胞的极化有关。
Wnt 蛋白与受体 Frizzled 蛋白结合能够活化细

胞内的支架蛋白 Dvl ［9］，并通过下游的 3 种途径

进行信号传递，调节细胞活动［5，10］。其中，Wnt/β-
catenin 途径是通过调节 β-catenin 的稳定和核内转

运，以调节目的基因的活性［10］。有研究证明，Wnt/β-
catenin 信号能够抑制牙髓干细胞向成牙本质细胞

样细胞的分化［11］。看来 Wnt/β-catenin 途径不是成

釉细胞和成牙本质细胞分化成熟的主要调节通路。
Wnt/Frizzled 信号蛋白的 PCP 途径，能够影响下游

的细胞骨架蛋白［9］。因此推测由 Wnt/Frizzled 信号

激活的 Wnt/PCP 途径可能参与了成釉细胞和成牙

本质细胞的极化过程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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