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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与高脂血症
1)

肖东琼,秦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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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 curcuma) 为姜黄属植物, 药用其根茎, 主产于日本、

美国、中国及非洲等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食品药品管理局

批准姜黄为天然食品添加剂。近年的研究不仅证明了姜黄的传

统作用[ 4, 5] , 而且还揭示出一些新的药理作用, 如抗炎、抗氧化、

清除氧自由基、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保护肝脏和肾脏、抗纤维

化以及防癌抗癌等作用, 而且无明显的毒副反应。中医认为姜

黄能行气、散风活血、通经止痛。现就近年来有关姜黄降脂方面

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姜黄的组成

姜黄属植物主要含精油( 12% ~ 14% )、脂肪油 ( 14% ~ 17

% )等挥发油及姜黄素( cur cumin , difesuloylmethane)类成分, 此

外还有树脂类、糖类、甾醇类、脂肪酸、多肽类、生物碱及微量元

素。其中类姜黄素类( curcuminoids)是二苯基炔类成分, 有酚性

和非酚性成分,现已分离并鉴定出 20 多个类姜黄素化合物。姜

黄的黄色物质为略带酸性的酚性物质,是姜黄素、去甲氧基姜黄

素、双去甲氧基姜黄素的混合体 ,称之为姜黄色素,是姜黄发挥

药理作用的主要成分,而姜黄素是其中最重要的活性成分,双去

甲氧基姜黄素的活性最强。

2 姜黄素的分子结构及化学性质

其分子式为 C21 H20O6 , 分子量 368. 39, 其主链为不饱和脂

族及芳香族基团,熔点 180 ~ 183 。姜黄素的结构特性与

其多种生物活性[ 1, 2] , 甚至毒性作用都高度相关。姜黄素几乎

不溶于水,易溶于乙醇、醋酸、碱、丙酮和氯仿等有机溶剂。由于

姜黄素分子中含有多个双键、酚羟基及羰基等, 故其化学反应较

强。姜黄素有较好的耐氧化性,但耐还原性较差, 应避免与还原

性物质共同存放。金属离子及强光、高温等可影响姜黄素的稳

定性,因此姜黄素应避免与铁器接触, 同时在运输、贮存、使用过

程中注意避光、保持低温。姜黄素受可见光和紫外线影响,会发

生光降解。在pH 值3~ 10,姜黄素的降解率与pH 值呈正相关,

在中性、碱性的条件下分解更快 ,分解产生香草醛、阿魏酸和阿

魏酰甲烷。而降低 pH 值可显著增加姜黄素的稳定性。笔者认

为不宜把姜黄素制成注射液和片剂, 制成胶囊姜黄素稳定性可

提高, 半衰期延长为 7. 12 年, 有效期为 1. 08 年。

3 姜黄素体内吸收与代谢

姜黄素在体内其生物利用度低, 在肠道吸收过程中发生转

化, 极少以原形吸收入血。姜黄素在人和鼠肝细胞中首先被还

原成六氢姜黄素( hexahydrocurcumin, HHC) ,然后进一步生成六

氢姜黄素醇, 代谢生成HHC 的速度很快,但在人肝中的代谢比

鼠肝中慢; 在鼠活体实验中,姜黄素在血浆中的主要代谢产物为

姜黄素的葡萄糖醛酸结合物和磺酸盐, 而非 HHC 和六氢姜黄

素醇。姜黄素在鼠肝中代谢的产物很少出现在血浆中,可能直

接通过胆汁而排出体外, 这也表明姜黄素在肝中的代谢过程可

能是体内的消除过程[ 3]。Pan 等[ 1]发现, 给小鼠腹膜内注射

0. 1g / kg姜黄素, 可见姜黄素在肠中的浓度为肝、脾脏中的 5

倍, 其余脏器中含量极少。由于姜黄素肠道吸收少, Ireson 等[ 4]

用 HPLC 和质谱法研究了姜黄素在人和小鼠肠肝中的代谢, 表

明它在肠、肝的线粒体中转化为姜黄素葡萄糖苷酸, 而在细胞

质中代谢为硫酸化姜黄素、四氢姜黄素以及六氢姜黄素, 其代

谢产物的活性明显低于原形药物。比较人体与小鼠的体内代谢

发现, 姜黄素在肠道中的代谢人体高于小鼠, 而肝脏代谢则低

于小鼠, 同时其在肠道组织中的代谢显著低于其他组织, 故作

者认为姜黄素的临床应用应注意其肠道代谢的问题。

4 高脂血症

4. 1 原因 包括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 环境因素包括营养因素

(饮食的结构) ; 生活方式(吸烟、饮酒、运动等) ;药物作用如口服

避孕药、肾上腺皮质激素;内分泌代谢障碍:主要见于肥胖、高尿

酸血症、糖尿病[ 5]等; 某些疾病如骨髓病、肾脏疾病,尤其是肾病

综合征。遗传因素主要为基因异常: 脂蛋白脂酶和 ApoC 基因

异常; Apo E 基因异常[ 6]。

4. 2 降血脂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由膳食、吸收、内生、代谢等

多方面组成, 仅代谢这一环节又受多种因子参与调控, 如相关酶

活性改变、脂蛋白受体表达、基因转录水平等。

1) 为吉林省科技厅基金课题( No. 2005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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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姜黄的调脂功能与毒副反应

目前国内外有研究表明姜黄素具有降脂作用, 且与经典的

降脂药物相比较姜黄素的毒副反应小。

5. 1 调脂作用 实验显示糖尿病大鼠在实验结束时亦出现了

明显的脂代谢紊乱, 即总胆固醇( TC)、三酰甘油( TG )、低密度

脂蛋白- 胆固醇 ( LDL - C)升高, 而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

( H DL- C)降低。姜黄素治疗组较糖尿病组上述脂代谢紊乱明

显减轻, 该实验提示姜黄素具有调节脂质代谢紊乱的功能。另

有研究显示高脂血症的病人服用含 50% 总姜黄素的姜黄醇提

取物, 能显著降低血清总胆固醇和三酰甘油, 姜黄醇提取物降

T G的作用大于降 T C 的作用, 因此使血清 TC/ TG 比值增高。

虽然姜黄醇提取物对高密度脂蛋白 HDL- C 和载脂蛋白 Apo

作用不明显, 但能显著降低血清 LDL- C 和 ApoB- 100 的含

量,使 LDL- C/ HDL- C比值降低和 ApoA- I / ApoB- 100 比值

增高。提示姜黄醇提取物对 TG 和低密度脂蛋白及 ApoB- 100

的影响显著。姜黄素能降低高脂模型大鼠血中总胆固醇、三酰

甘油水平, 提高载脂蛋白 A 水平, 并降低血及肝中过氧化脂

质, 同时提高肝匀浆总抗氧化能力和 SOD 活性、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活性。高脂模型大鼠在改饲基础饲料 4 周后血脂可降至

实验前基础水平, 若同时给予姜黄素( 5 g/ kg) ,则在第2 周时就

能得到相同效果。结果提示姜黄素对高脂血症大鼠有降脂和抗

氧化作用。说明姜黄素能降低 ApoB, 进而降低 LDL- C 水平。

5. 2 毒副反应 姜黄素就像许多天然的抗氧化物质, 如植物多

酚、维生素 C、尿酸等一样, 在特定条件下也会表现出原氧化作

用[ 7] , 产生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ieces, ROS) , 引起氧化应激,

导致DNA损伤和细胞凋亡。这可能与姜黄素的分子结构(尤其

是 - 二酮结构)、氧和过渡金属离子的存在有关。更多的研究

表明对肝脏等器官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姜黄素在磷酸缓冲液中

具有内在保护肝脏和器官功能质量, 延长了保护器官质量的时

间
[ 8]
。以 CCl4 复制肝纤维化大鼠模型, 结果表明姜黄素可显著

降低肝纤维化大鼠血清谷丙转氨酶( ALT )、天门冬氨酸转氨酶

( AST ) , 减轻肝细胞脂肪变性及炎性细胞浸润, 还能显著降低肝

组织中羟脯氨酸( Hyp)、丙二醛( MDA)含量, 抑制肝脏胶原纤维

的增生。提示姜黄素具有保肝、抗肝纤维化的作用。姜黄素能

显著抑制 Fe2+ 诱导的 Wistar 大鼠肝细胞损伤, 降低 Fe2+ 诱导

的肝匀浆和血清过氧化脂质, 提示姜黄素可通过抑制脂质过氧

化反应发挥其抗细胞毒的作用。Park 等研究姜黄素对 CCl4 造

成的大鼠急性或亚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时发现其能显著降低

血清中丙氨酸转氨酶和天门冬氨酸转氨酶含量。姜黄素对黄曲

霉毒素诱导的肝损伤具有保护作用。沃兴德等[ 9]以人口服剂量

的 600倍作一次性最大耐受量试验, 所观察各项指标均正常,

未见 1 只小鼠死亡, 证明姜黄素无明显急性毒性作用。长期毒

性试验, 以成年人用量的 200 倍和 100 倍给大鼠连续口服 80

d,对大鼠的进食量和生长发育(体重增长 ) 均无影响, 对肝、肾

功能均无毒性作用, 肉眼观察及病理学检查心、肺、脾、肝、肾、

胃、肾上腺、甲状腺、胸腺、睾丸(卵巢)和子宫(前列腺)等器官均

未发现损伤性改变。姜黄素是蛋白激酶 C 的抑制因子核转录

因子 B( NF- B)活化抑制因子,在肾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中,

姜黄显著降低血浆 creatine(肾缺血损伤标志 )和显著降低化学

因子 MCP- 1 和 RANTES(炎症标志)表达[ 10]。姜黄醇提取物

对血糖、肌酐、尿素、血清碱性磷酸酶和血清谷氨酰转移酶活性

以及对血清球蛋白均无显著影响,说明姜黄醇提取物在降脂的

同时对肝、肾均无毒性作用,从姜黄醇提取物能使血清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活性显著降低来看, 可能姜黄醇提取物对肝功能还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实验认为姜黄醇提取物是一味安全有效的以

降 T G为主的降脂药[ 11]。

6 姜黄的降脂作用机制

6. 1 减少外源性脂质的吸收 姜黄素在促进脂质( CH)分解为

胆酸的同时, 亦刺激其合成,干涉外源 CH 的吸收可能是姜黄发

挥降脂作用的主要机制。

6. 2 减少内源性脂质的合成 以前的实验研究表明, 姜黄素有

影响低密度脂蛋白代谢并上调细胞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LDL- R)

的表达的作用, 致使血浆 LDL- C 降低, 继而导致 LDL- C 代谢

加快, 肝脏合成及释放 LDL- C 减少, 相应下降 LDL。

6. 3 促进脂质转运和排泄 姜黄素可能通过促进肝和肾上腺

对 LDL- C和脂蛋白( a)的代谢, 增加胆囊对 LDL 排泄,抑制脾

脏对 LDL- C 的摄取, 使血中 LDL- C 和脂蛋白( a)的含量降低

从而起到降脂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6. 4 调节脂质代谢

6. 4. 1 脂蛋白受体表达 Fan 等[ 12]研究初步认为姜黄素降胆

固醇作用的分子机制在于激活了 SCAP/ SREBP途径,通过 SRE- 1

的作用上调 LDL- R 的表达。姜黄素能增加爪蟾卵母细胞对外

源导入的 LDL- R基因的表达,因此,姜黄素可能通过促进 LDL- R

基因表达这一途径降低血清TC, LDL- C和ApoB- 100含量,

起到降血脂和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

6. 4. 2 相关酶活性改变 姜黄素可使糖尿病大鼠代谢状况明

显改善, 明显增加肝 CH 分解代谢限速酶胆固醇- 7 - 脱氢酶

活性, 认为其降脂作用可能与胆固醇分解代谢增强有关。治疗

后胆固醇合成限速酶 HMG- CoA还原酶活性有所增加,由于肝

LDL 受体数目与HMG- CoA 还原酶活性呈正比例, 而胆固醇

的清除依赖 LDL 受体,故姜黄素引起该酶活性增加可能意味着

肝 LDL受体的增加, 从而清除组织中的胆固醇引起降脂作

用[ 13]。Asai等[ 14 ]发现姜黄素在降低高脂血症小鼠血脂的同

时, 可使肝酰基辅酶 A 还原酶活性明显增高, 姜黄素在体内的

降脂作用也可能是改变了脂肪酸的代谢。姜黄素能增加 ApoA

含量, 促进 DHL 的代谢, 可见姜黄素降血脂机制可能是增加

ApoA 含量, 促进 DHL 的代谢和降低 ApoB, 进而抑制 LDL 代

谢。沃兴德等[ 11]研究双脱甲氧基姜黄素能显著提高血浆脂解

酶 PHLA活性, 对提高脂蛋白脂酶 LPL 和肝脂酶活性 HL 的活

性作用也较明显。双脱甲氧基姜黄素具有降低肝脏和血清脂

质, 特别是有显著的降 TG 和提高 TG 代谢相关酶活性的作用。

姜黄提取物降脂可能是通过以下途径起综合作用, 减少外

源性脂质的吸收, 减少内源性脂质的合成, 促进脂质的转运和排

泄, 调节脂质代谢。

7 姜黄在高脂血症中的应用前景

血脂异常可增加冠心病的发病危险。血脂异常是指血中

TC, LDL- C 和 TG 高于正常范围以及 HDL- C 水平低于正常

范围。经过大量的流行病学和实验研究证明, TC, TG, LDL 的

升高和 HDL 的降低分别是冠心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子。因此,

开发副反应小且具有明显降血脂作用的中药有着十分广泛的应

用前景。

姜黄在降脂治疗中作用极为重要,其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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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的毒性低、副反应小、药源广、价廉、服用方便, 因此在临

床上具有广阔的应用价值及发展前景。姜黄素和双脱甲氧基姜

黄素在降脂过程中作用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高脂血症的预防

及治疗将进入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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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脑血管病常常并称,说明两者之间关系密切, 如高血压,

其引起脑血管病的几率远高于冠心病,因而有学者认为卒中的

一、二级预防心脏科医生大有作为[ 1]。对于心肾疾病之间的关

系,近年来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比如微量白蛋白尿是冠心

病的独立预测因子和危险因素,减少蛋白尿可以保护心脏和肾

脏,冠心病合并肾损害死亡率增高等等, 甚至有学者提出治疗肾

脏可治疗心脏,治疗心脏则又可治疗肾脏[ 2]。因此加强心肾两

学科协作,对心肾相关性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 慢性肾脏病与心血管疾病

1. 1 慢性肾脏病是心血管病不良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在多

重危 险因素 干预实 验( multiple risk factor interv ention tr ial,

MRFIT )成人研究中, 发现血肌酐浓度仅仅轻度升高对于冠心

病和全因死亡也是一个独立危险因素[ 3]。在心脏预后预防评估

研究( heart outcomes prevention evaluation , HOPE)中发现轻度慢

性肾功能不全独立于其他因素,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有关;而

且血清肌酐清除率< 70 mL/ min 是 ST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 M I )

和非 ST 段抬高性 MI 病人死亡的一个独立预测因素, 肾小球滤

过率(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 GFR )每降低 10 mL/ min,心血管

病( CVD)危险性增加 19% [ 4]。而且慢性肾脏病( CKD)程度越

重,心血管事件后发生不良后果的几率也越高, 美国心脏病协会

( AHA) 2001 年年会对最具有价值的几项研究进行了总结, 认

为 CKD 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病人发生心源性死亡、不良心血

管事件的危险因素[ 5] ,其中利用链激酶和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

物( t- PA)治疗冠状动脉堵塞实验( GUSTO)研究的多变量分析

结果提示, CKD与其他危险因素(既往冠心病史、中风、心力衰

竭、M I病史等)相比, 其与死亡、心肌梗死的发生更具独立相关

关系[ 6]。因此 2003 年 K/ DOQI 临床应用指南指出, 所有 CKD

病人均应作为 CVD的高危人群或等危症 ,对所有 CKD 病人均

应进行 CVD 危险因素的评价, 在防治或纠正各种危险因素时,

均应考虑到 CKD的存在。

1. 2 蛋白尿与冠心病 蛋白尿包括显性蛋白尿、微量白蛋白

尿。微量白蛋白尿最初是在糖尿病发生肾脏早期损害时被发现

的, 随后发现在高血压病人, 甚至非高血压、非糖尿病的一般人

群中也普遍存在[ 7]。

1. 2. 1 微量白蛋白尿是心血管病的独立预测因子 Yudkin[ 8]

就发现微量白蛋白尿的出现增加了冠心病病人的死亡率。

Damsgaard 等[ 9]发现只要尿蛋白水平> 7. 5 mg/ min 时, 各种因

素引起的死亡都会增加。Borch- Johnsen 等[ 10]在对 2 085 例无

冠心病、无肾脏疾病、无尿路感染、无糖尿病病人所进行的历时

10年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 微量白蛋白尿独立于其他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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