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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研究姜黄素对脓毒症小鼠急性肺损伤渊葬糟怎贼藻 蕴怎灶早 蚤灶躁怎则赠袁粤蕴陨冤的保护作用袁探讨其作用机制遥 方法院动物随机分为

手术组尧假手术组尧姜黄素组尧卡托普利组和正常对照组袁盲肠结扎穿孔术渊糟藻糟葬造 造蚤早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责怎灶糟贼怎则藻袁悦蕴孕冤建立动物模型袁利用光镜

观察肺部组织形态学变化袁称重法计算湿 辕 干比渊宰 辕 阅冤袁耘蕴陨杂粤 法检测血清中细胞因子 栽晕云鄄琢尧陨蕴鄄员茁尧陨蕴鄄远 水平袁砸陨粤 法测定肺组织

和血中 粤灶早域的量遥 结果院与手术组比较袁卡托普利渊粤悦耘 拮抗剂冤和姜黄素均可以使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小鼠的氧合指数渊圆缘怨援缘 依 圆源援圆尧

圆远愿援愿 依 圆员援缘 增泽 员怨源援猿 依 圆猿援怨冤和 宰 辕 阅渊缘援猿缘 依 园援圆缘尧缘援员猿 依 园援缘怨 增泽 远援园愿 依 园援远源冤得到改善袁都能不同程度地抑制体内 粤灶早域的生成渊肺院
员援缘愿 依 园援员远尧员援远缘 依 园援圆员 增泽 圆援猿愿 依 园援源员曰血院员苑愿援园源 依 员苑援愿苑尧员缘猿援苑源 依 员园援圆源 增泽 圆员猿援猿愿 依 圆缘援源源冤袁降低炎症因子水平袁减轻肺组织病理学

损伤遥 结论院姜黄素对脓毒症 粤蕴陨 具有保护作用袁至少通过抑制炎症和抑制 砸粤杂 两个重要机制发挥肺保护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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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枣枣藻糟贼泽 燥枣 糟怎则糟怎皂蚤灶 燥灶 则藻灶蚤灶鄄葬灶早蚤燥贼藻灶泽蚤灶 泽赠泽贼藻皂 渊砸粤杂冤 蚤灶 皂蚤糟藻 憎蚤贼澡 葬糟怎贼藻 造怎灶早 蚤灶躁怎则赠
蚤灶凿怎糟藻凿 遭赠 泽藻责泽蚤泽
宰怎 蕴蚤曾蚤葬灶早员袁杂怎灶 蕴蚤圆鄢
渊员陨悦哉袁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允蚤灶葬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郧怎葬灶早扎澡燥怎 缘员园远猿园曰 圆酝藻凿蚤糟葬造 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允蚤灶葬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
郧怎葬灶早扎澡燥怎 缘员园远猿圆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蚤皂责葬糟贼泽 燥枣 糟怎则糟怎皂蚤灶 燥灶 皂蚤糟藻 憎蚤贼澡 葬糟怎贼藻 造怎灶早 蚤灶躁怎则赠 蚤灶凿怎糟藻凿 遭赠 泽藻责泽蚤泽 葬灶凿 蚤贼泽 皂藻糟澡葬灶蚤泽皂泽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酝蚤糟藻 憎藻则藻 凿蚤增蚤凿藻凿 则葬灶凿燥皂造赠 蚤灶贼燥 悦蕴孕袁泽澡葬皂袁糟怎则糟怎皂蚤灶袁糟葬责贼燥责则蚤造袁葬灶凿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泽援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葬灶蚤皂葬造 皂燥凿藻造泽 憎藻则藻
蚤灶凿怎糟藻凿 遭赠 贼澡藻 悦蕴孕 燥责藻则葬贼蚤燥灶援 栽澡藻 葬糟怎贼藻 造怎灶早 蚤灶躁怎则赠 燥枣 贼澡藻泽藻 葬灶蚤皂葬造 憎葬泽 葬泽泽藻泽泽藻凿 遭赠 皂藻葬泽怎则蚤灶早 燥曾赠早藻灶葬贼蚤燥灶 蚤灶凿藻曾袁憎藻贼 辕 凿则赠 造怎灶早

憎藻蚤早澡贼 则葬贼藻渊宰 辕 阅冤袁葬灶凿 造怎灶早 贼蚤泽泽怎藻 澡蚤泽贼燥造燥早赠 员愿 澡 葬枣贼藻则 燥责藻则葬贼蚤燥灶援 耘蕴陨杂粤 憎葬泽 葬责责造蚤藻凿 贼燥 皂藻葬泽怎则藻凿 贼澡藻 造藻增藻造 燥枣 栽晕云鄄琢袁陨蕴鄄员茁袁葬灶凿 陨蕴鄄远
蚤灶 遭造燥燥凿 憎澡藻则藻葬泽 则葬凿蚤燥蚤皂皂怎灶蚤贼赠 憎葬泽 怎泽藻凿 贼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糟澡葬灶早藻 燥枣 粤灶早 陨陨 蚤灶 造怎灶早 贼蚤泽泽怎藻 葬灶凿 遭造燥燥凿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悦燥皂责葬则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悦蕴孕 早则燥怎责袁宰 辕 阅 则葬贼藻 燥枣 造怎灶早 贼蚤泽泽怎藻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 憎澡藻则藻葬泽 孕葬韵圆 辕 云蚤韵圆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蚤灶 糟葬责贼燥责则蚤造 葬灶凿 糟怎则糟皂蚤灶 早则燥怎责泽渊宰 辕 阅院缘援猿缘

依 园援圆缘袁缘援员猿 依 园援缘怨 增泽 远援园愿 依 园援远源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渊孕葬韵圆 辕 云蚤韵圆院圆缘怨援缘 依 圆源援圆袁圆远愿援愿 依 圆员援缘 增泽 员怨源援猿 依 圆猿援怨冤援 月燥贼澡 糟葬责贼燥责则蚤造 葬灶凿 糟怎则糟皂蚤灶

皂葬则噪藻凿造赠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 粤灶早 陨陨 造藻增藻造 蚤灶 造怎灶早泽 葬灶凿 责造葬泽皂葬 燥枣 皂蚤糟藻 渊造怎灶早袁员援缘愿 依 园援员远袁员援远缘 依 园援圆员 增泽 圆援猿愿 依 园援源员曰遭造燥燥凿袁员苑愿援园源 依

员苑援愿苑袁员缘猿援苑源 依 员园援圆源 增泽 圆员猿援猿愿 依 圆缘援源源冤援 杂藻增藻则葬造 蚤灶枣造葬皂皂葬贼燥则赠 枣葬糟贼燥则泽 泽怎糟澡 葬泽 栽晕云鄄琢袁陨蕴鄄员茁袁葬灶凿 陨蕴鄄远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凿 蚤灶 泽藻则怎皂 葬灶凿

澡蚤泽贼燥责葬贼澡燥造燥早蚤糟 葬责责藻葬则葬灶糟藻 燥枣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葬贼贼藻灶怎葬贼藻凿 葬枣贼藻则 糟葬责贼燥责则蚤造 燥则 糟怎则糟皂蚤灶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悦怎则糟皂蚤灶 糟燥怎造凿 责则燥贼藻糟贼 皂蚤糟藻

枣则燥皂 葬糟怎贼藻 造怎灶早 蚤灶躁怎则赠 蚤灶凿怎糟藻凿 遭赠 泽藻责泽蚤泽 贼澡则燥怎早澡 蚤灶澡葬遭蚤贼蚤灶早 蚤灶枣造葬皂皂葬贼燥则赠 枣葬糟贼燥则泽 则藻造藻葬泽藻 葬灶凿 粤灶早 陨陨 早藻灶藻则葬贼蚤燥灶援
咱Key words暂 糟怎则糟怎皂蚤灶曰粤蕴陨曰砸粤杂曰泽藻责泽蚤泽

姜黄素渊糟怎则糟怎皂蚤灶冤因具有抗氧化尧抗炎作用在
急性肺损伤渊葬糟怎贼藻 造怎灶早 蚤灶躁怎则赠袁粤蕴陨冤表现出良好应用
前景袁但其肺损伤保护机制并不清楚遥 近年肾素原血
咱基金项目暂

广东省中医药局立项资助渊圆园员猿员员缘缘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泽怎怎灶灶赠赠岳员圆远援糟燥皂

鄢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20员缘袁猿缘渊园圆冤院员愿愿鄄员怨员暂

管紧张素系统渊砸粤杂冤与 粤蕴陨 的关系引起高度关注袁
通过药物干预 砸粤杂 可能是治疗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的新途
径咱员暂遥 报道显示姜黄素具有抑制 砸粤杂 关键酶的作
用咱圆原圆暂 袁本研究拟建立脓毒症小鼠急性肺损伤模型袁
观察姜黄素对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动物模型中 砸粤杂 系统几
种关键酶渊粤悦耘尧粤悦耘圆 和 粤灶早域冤的影响袁进一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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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襄等院姜黄素对脓毒症小鼠急性肺损伤肾素鄄血管紧张素影响的研究

析肺损伤炎症过程的变化规律袁探讨姜黄素肺保护
作用的机制遥
员 材料和方法
员援员 材料

雄性 月粤蕴月 辕 悦 小鼠袁广东省医学实验动物中心
中心提供袁源耀愿 周龄袁体重 圆园耀猿园 早曰姜黄素渊批号院

园缘员员园缘袁上海试剂三厂冤袁自制为固体分散体制剂曰卡
托普利注射液渊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冤曰员圆缘陨 粤灶早域放射

免疫试剂分析盒渊北京科美东雅生物科技公司冤曰小鼠
栽晕云鄄琢尧陨蕴鄄员茁尧陨蕴鄄远 耘蕴陨杂粤 试剂盒 渊北京晶美生物工程
公司冤曰杂灾鄄远怨缘月 型智能放免 酌 测量仪渊上海原子核研

究所日环仪器一厂冤曰酶标仪渊蕴葬遭泽赠泽贼藻皂 公司袁芬兰冤曰蚤鄄
杂栽粤栽临床血液分析仪渊粤月月韵栽栽 公司袁美国冤遥
员援圆 方法
雄性 月粤蕴月 辕 悦 小鼠 苑缘 只袁随机分为以下几组院
手术组尧假手术组尧姜黄素组尧卡托普利组和正常对
照组袁每组 圆园 只袁常规笼养 员 周后进行试验遥
建立盲肠结扎穿孔术 渊糟藻糟葬造 造蚤早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责怎灶糟鄄
贼怎则藻袁悦蕴孕冤诱导的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动物模型咱源暂遥 术前先用
员豫戊巴比妥以腹腔注射麻醉小鼠后袁常规固定消毒
铺巾袁无菌条件下沿腹正中线作一长约 圆 糟皂 切口袁
取出盲肠袁在盲肠根部结扎袁用消毒的 圆园 号穿刺针
贯通穿刺盲肠 圆 次袁 并在穿孔处挤出少量肠内容
物袁之后将盲肠还纳腹腔袁逐层缝合腹壁切口袁术后
禁食 员圆 澡袁自由饮水遥 假手术组 渊泽澡葬皂冤 动物仅做开
腹袁取出盲肠袁不结扎和穿孔袁术后还纳盲肠并关腹遥
姜黄素组和卡托普利组在 悦蕴孕 手术后分别腹腔注射
姜黄素和卡托普利袁注射剂量参考相关文献袁姜黄素
为 圆园 皂早 辕 噪早咱猿暂袁卡托普利剂量为 圆援缘 皂早 辕 噪早咱圆暂袁正常对
照组动物未行任何手术遥
每组 员园 只术后 员愿 澡 留取标本检测肺损伤指
标袁包括院动脉血气分析尧肺湿干重比渊宰 辕 阅冤和肺组
织病理遥 小鼠麻醉后行体外左心穿刺取得动脉血袁
用 蚤鄄杂栽粤栽 临床血液分析仪立刻检测动脉血气分析曰
取左肺称湿重渊宰冤袁把肺放入 愿园益烤箱烘烤 源愿 澡 后袁
取出称得肺干重渊阅冤袁最后取两者的比值得 宰 辕 阅曰小
鼠的右肺用 员园豫中性福尔马林固定袁 常规石蜡切
片袁匀耘 染色袁普通光镜下观察并照相遥
检测 缘 组小鼠手术后 远 澡 的炎症因子改变院首
先小鼠摘眼球取血后室温放置 圆 澡袁缘 园园园 则 辕 皂蚤灶 离
心 员园 皂蚤灶袁吸取上清于原圆园益保存待测遥 采用 耘蕴陨杂粤
法检测血清中细胞因子 栽晕云鄄琢尧陨蕴鄄员茁尧陨蕴鄄远 水平袁操
作步骤参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遥

窑员愿怨窑

所剩 缘 只小鼠在手术后 远 澡 提取血清待检 粤灶早

域袁并留取肺组织匀浆检测 粤灶早域袁采用 员圆缘陨 血管紧

张素域放射免疫试剂分析盒测定肺组织和血中 粤灶早
域的量袁测定方法按产品说明书进行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资料分析均采用 杂孕杂杂员圆援园 统计分析

软件进行袁 数据均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对
各组数据先进行正态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袁若符合
正态分布尧方差齐袁则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渊韵灶藻鄄憎葬赠
粤晕韵灾粤冤袁组间比较采用 蕴杂阅 法曰若不符合方差齐

性的要求袁 则进行秩和检验袁 组间比较采用 酝葬灶灶鄄
宰澡蚤贼藻灶藻赠 法曰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小鼠肺损伤的变化
术后 员愿 澡 手术组小鼠出现行动迟缓尧 进食减
少尧毛发竖起尧口唇和尾部发绀等表现遥 且小鼠 宰 辕 阅
和血气出现明显改变袁手术组较假手术组小鼠肺水
含量明显增多 渊宰 辕 阅院远援园愿 依 园援远源 增泽 源援猿愿 依 园援怨猿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明显缺氧渊孕葬韵圆院源园援愿 依 缘援园猿 增泽 苑圆援愿 依 源援猿圆袁
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 氧合指数明显下降 渊孕葬韵圆 辕 云蚤韵圆院员怨源援猿 依
圆猿援怨 增泽 猿源远援苑 依 圆园援缘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曰与手术组比较袁卡托
普利 渊粤悦耘 拮抗剂冤 和姜黄素均可以使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小 鼠 的 氧 合 指 数 渊圆缘怨援缘 依 圆源援圆袁圆远愿援愿 依 圆员援缘 增泽
员怨源援猿 依 圆猿援怨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和 宰 辕 阅渊缘援猿缘 依 园援圆缘袁缘援员猿 依
园援缘怨 增泽 远援园愿 依 园援远源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得到改善渊表 员冤遥
圆援圆 肺组织和血浆 粤灶早域的变化
为检验 砸粤杂 系统下游产物 粤灶早域的变化袁采用
放射免疫法测定术后 远 澡 小鼠肺组织和血清中 粤灶早
域的含量渊表 圆冤袁手术组小鼠肺组织和血浆中 粤灶早
域表达量较正常对照组和假手术组均明显升高袁与
手术组比较袁卡托普利和姜黄素都能不同程度的抑
制体内 粤灶早域的生成渊肺院员援缘愿 依 园援员远袁员援远缘 依 园援圆员 增泽
圆援猿愿 依 园援源员曰 血院员苑愿援园源 依 员苑援愿苑袁员缘猿援苑源 依 员园援圆源 增泽
圆员猿援猿愿 依 圆缘援源源冤袁差异有显著性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遥
圆援猿 炎症因子改变
悦蕴孕 手术后 远 澡袁手术组小鼠血清细胞因子 栽晕云鄄
琢尧陨蕴鄄员茁尧陨蕴鄄远 均 较假 手 术组 小 鼠 有 显 著 升 高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反映 悦蕴孕 手术导致机体出现明显的全身炎症反
应曰而在腹腔注射卡托普利和姜黄素后袁粤蕴陨辕 粤砸阅杂 小
鼠血清中几个细胞因子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渊表 猿冤遥
圆援源 肺组织病理改变
肺组织病理改变更具直观性袁悦蕴孕 手术的小鼠
肺呈现明显的肺损伤袁肺组织炎症细胞渗出尧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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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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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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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18 h 小鼠的肺损伤变化

渊灶越员园袁x 依 s冤

Table 1 Blood gas analysis and W/D change at 18th hour after operation
组别
正常对照组
假手术组
手术组
姜黄素组
卡托普利组

W/D
4.09 ± 0.32
4.38 ± 0.93
6.08 ± 0.64*
5.13 ± 0.59＃
5.35 ± 0.25＃

PaCO2(mmHg)
38.3 ± 4.76
37.5 ± 2.84
39.1 ± 6.64
37.3 ± 3.53
37.63 ± 3.86

PaO2(mmHg)
75.8 ± 5.67
72.8 ± 4.32
40.8 ± 5.03*
68.8 ± 4.12＃
62.2 ± 4.25裕

PaO2/FiO2
360.9 ± 27.1
346.7 ± 20.5
194.3 ± 23.9*
268.8 ± 21.5＃
259.5 ± 24.2裕

与假手术组比较，* P ＜ 0.01；与手术组比较,＃P ＜ 0.01。

表2

卡托普利和姜黄素对 CLP 小鼠肺组织和血 Ang域的
影响

Table 2

The effect of captopril and curcumin on Ang域 level
in serum and lung tissue of mice induced by CLP
渊灶越缘袁x 依 s冤

组别
正常对照组
假手术组
手术组
姜黄素组
卡托普利组

肺 AngⅡ（fmol/mg）
00 1.01 ± 0.13
00 1.09 ± 0.09
00 2.38 ± 0.41*
00 1.65 ± 0.21＃
00 1.58 ± 0.16＃

血 AngⅡ（fmol/ml）
010.98 ± 0.96
011.55 ± 2.3
213.38 ± 25.44*
153.74 ± 10.24＃
178.04 ± 17.87＃

与假手术组比较，*P ＜ 0.01；
与手术组比较，＃P ＜ 0.01。

Table 3

肿和间隔增厚均很明显袁部分肺泡腔充满粉染均质
水肿液袁部分有透明膜形成袁弥漫性肺出血袁肺泡腔
塌陷袁肺泡腔内有游离的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呈
现典型的肺损伤改变渊图 员悦袁阅冤袁而正常对照组和
假手术组没有类似变化渊图 员粤尧月冤遥 手术后加入卡

托普利或姜黄素后袁肺水肿的程度有所减轻袁炎症
渗出和间隔增厚程度也得到部分改善渊图 员耘尧云冤遥
猿 讨 论

近年在体研究证实了姜黄素对多种原因造成

表 3 卡托普利和姜黄素对 CLP 小鼠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The effect of captopril and curcumin on inflammatory factors level in serum of mice induced by CLP渊pg/ml袁x 依 s冤

组别
正常对照组（n=10）
假手术组(n=10)
手术组(n=10)
姜黄素组（v=10）

卡托普利组（n=10）

TNFα
044.9 ± 16.3
065.8 ± 19.3
759.2 ± 21.5*
343.3 ± 35.9＃
368.5 ± 45.5裕

与假手术组比较，*P ＜ 0.01；
与手术组比较，＃P ＜ 0.01。

粤

月

悦

阅

耘

云

粤院对照组曰月院假手术组曰悦尧阅院手术组曰耘院卡托普利组曰云院姜黄素组遥

云蚤早怎则藻员

IL-6
０ 408.3 ± 67.6↑↑
０ 404.5 ± 64.6↑↑
2 670.45 ± 174.1*
01 127.3 ± 140.5＃
00 985.6 ± 120.6＃↓

IL-1β
075.8 ± 15.7
066.5 依 11.7
486.6 依 61.7*
224.8 依 35.2裕
202.2 依 30.5裕

图 员 肺组织病理改变渊匀耘袁伊员园园冤
孕葬贼澡燥早藻灶藻泽蚤泽 糟澡葬灶早藻 燥枣 造怎灶早 贼蚤泽泽怎藻渊匀耘 伊员园园冤

的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动物模型具有保护作用遥 杂怎灶 等咱缘暂 对
大鼠行肺移植手术袁观察姜黄素和地塞米松对缺血
再灌注损伤所致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的保护作用袁发现姜黄
素组与地塞米松组再灌注 圆 澡 和 圆源 澡 的肺水肿病

理评分和总分尧 肺组织中髓过氧化物酶 渊酝孕韵冤活
性尧酝阅粤尧栽粤韵悦尧栽晕云鄄琢尧陨蕴鄄远 的含量低于载体组袁肺
组织 晕云鄄噪月 的转录与表达增加袁 这种保护效应在
肝脏热缺血合并肺损伤动物模型中进一步得以证

第 猿缘 卷第 圆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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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礼襄等院姜黄素对脓毒症小鼠急性肺损伤肾素鄄血管紧张素影响的研究

窑员怨员窑

实咱远暂遥 朱瑞芳等咱苑暂制备油酸型 粤蕴陨 模型袁检测肺泡灌

中袁不管在肺组织还是血液中袁姜黄素作用的结果

姜黄素对油酸型 粤蕴陨 具有保护作用袁其可能机制为
调节致炎因子与抗炎因子遥 月葬灶泽葬造 等咱愿暂应用肺炎克
雷伯菌经鼻吸入制备肺炎小鼠模型袁联用姜黄素较

粤砸阅杂 肺水肿的程度袁 显示了它治疗 粤砸阅杂 的作用
与抑制 粤灶早域生成有关遥

洗液渊 月粤蕴云冤 栽晕云鄄琢尧陨蕴鄄远尧陨蕴鄄员园 的含量袁同样发现

单独使用阿莫西林 辕 克拉维酸能减少 月粤蕴云 中 栽晕云鄄
琢尧陨蕴鄄远尧一氧化氮渊晕韵冤尧丙二醛渊酝阅粤冤水平遥 郧怎扎藻造
等咱怨暂 给大鼠吸入盐酸造成吸入性肺损伤袁实验前 苑 凿
给大鼠腹腔注射姜黄素袁观察到姜黄素组大鼠肺组织
一氧化氮合酶渊蚤晕韵杂冤 尧表面蛋白 阅 渊杂孕鄄阅冤尧酝阅粤尧羟

脯氨酸 渊匀孕冤尧超氧化物歧化酶渊杂韵阅冤尧谷胱甘肽过氧
化酶 渊郧杂匀鄄孕曾冤等抗氧化物表达增加遥 粤增葬泽葬则葬造葬 等咱员园暂

给小鼠吸入呼肠病毒制备 粤蕴陨 模型袁实验前 缘凿 给小
鼠腹腔注射姜黄素渊缘园 皂早 辕 噪早冤袁实验显示姜黄素可以
显著减轻小鼠肺脏炎症病理及纤维化遥
本研究以 悦蕴孕 人为造成腹腔感染袁进而诱导出
现全身性炎症反应袁最后导致肺损伤袁这种脓毒症
渊杂耘孕杂陨杂冤 诱导的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是临床最常见和最严
重的病因之一袁采用该模型作为本研究的切入点具
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遥 首先关注氯沙坦
对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炎症反应的影响袁 实验纳入 栽晕云鄄琢尧
陨蕴鄄员茁尧陨蕴鄄远 这 猿 个炎症因子袁它们是 杂耘孕杂陨杂 诱导肺
损伤主要的细胞因子袁在炎症始动和炎症瀑布反应
中发挥重要作用袁以往有关 悦蕴孕 实验研究提示这些
炎症因子常常在手术后 远 澡 出现高峰咱员员暂袁因此在手
术后 远 澡 留取小鼠血液标本测定 栽晕云鄄琢尧陨蕴鄄员茁尧陨蕴鄄远
的变化袁 结果发现 悦蕴孕 手术组的炎症因子明显升
高袁而姜黄素组的小鼠炎症因子得到了抑制遥 同时袁
实验还检测血气分析和肺组织病理均显示姜黄素
的确能够改善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病情袁本研究证明姜黄素
可以通过抗炎机制对肺损伤起到保护作用遥
然而姜黄素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袁灾藻灶噪葬贼藻泽葬灶 等咱圆暂
首次报道姜黄素可以保护百草枯所致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大鼠模型袁 同时姜黄素减少 月粤蕴云 中的 粤悦耘 水平袁
提示姜黄素对 粤蕴陨 辕 粤砸阅杂 的保护作用与 砸粤杂 有关遥
悦澡葬则造藻泽 等咱缘暂证实姜黄素除了抗氧化作用外袁还具有
抑制 粤悦耘 的作用遥 粤悦耘 的抑制必然导致其下游产
物 粤灶早域分泌减少遥 以往的研究已发现 粤灶早域既可
通过降解缓激肽减少 晕韵 的合成袁 又可促进氧化应
激诱导氧自由基产生而增加 晕韵 的分解袁 加重肺血
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袁粤悦耘 抑制剂卡托普利和 粤灶早域
的受体拮抗剂氯沙坦都可以提高 粤蕴陨 动物 苑 凿 生存
率咱源暂遥 这些研究提示姜黄素可能通过调节 砸粤杂 不同
组分袁减少 粤灶早域分泌袁改善肺损伤遥 在本动物模型

是 粤灶早域生成减少袁而且姜黄素能够最终减轻 粤蕴陨 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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