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0 卷第 4 期
2020 年 4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s）

·521 ·

·基础研究·

蛇床子素对Ⅱ型胶原蛋白诱导的关节炎大鼠软骨损伤的改善
及免疫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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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研究蛇床子素对Ⅱ型胶原蛋白诱导的关节炎大鼠软骨损伤的改善及免疫调节作用。方法：用牛Ⅱ型胶原诱

导构建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模型，在造模完成 1 周后以不同浓度（10、20、40 mg/kg）蛇床子素灌胃给药。每 4 d 测定大鼠的爪子

体积并评定关节炎指数。30 d 后，称重测定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HE 染色观察软骨损伤情况，ELISA 检测白细胞介素（IL）⁃1β、
IL⁃6 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含量，qRT⁃PCR 检测基质金属蛋白酶（MMP）⁃1、MMP⁃3 和 MMP⁃13 mRNA 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

Ki67、PCNA、Caspase⁃3、Caspase⁃9、MMP⁃1、MMP⁃3、MMP⁃13、Wnt1、β⁃catenin 和 LRP5 表达。结果：与模型组相比，各给药组大鼠

的爪子体积、关节炎指数、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均降低，软骨细胞排列紊乱程度减轻，炎性细胞数量减少，Ki67 和 PCNA 表达均
上调，Caspase⁃3 和 Caspase⁃9 表达均下调，IL⁃1β、IL⁃6 和 TNF⁃α 含量降低，MMP⁃1、MMP⁃3、MMP⁃13、Wnt 1、β⁃catenin 和 LRP5 表

达均下调，其中以 40 mg/kg 组的作用最显著（P < 0.01）。结论：蛇床子素能够减轻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的软骨损伤、炎症反应
及关节软骨基质胶原的破坏，该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 Wnt 信号通路的激活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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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improvement of cartilage damage and immunomodulatory effects of osthole on type Ⅱ

collagen ⁃ induced arthritis rats. Methods：A rheumatoid arthritis rat model was inducd by bovine type Ⅱ collagen. Osthole was
administered by intragastric injection one week after the modeling was established. The paw volume of each group and the arthritis

index were evaluated every 4 days. After 30 days，the spleen index and thymus index were determined by weighing method. Cartilage

damage was observed by HE staining. The levels of IL ⁃ 1β，IL ⁃ 6 and TNF ⁃ α in peripheral blood were measured by ELISA. The

expressions of MMP⁃1，MMP⁃3 and MMP⁃13 mRNA were determined by qRT⁃PCR. The levels of Ki67，PCNA，Caspase⁃3，Caspase⁃9，
MMP⁃1，MMP⁃3，MMP⁃13，Wnt 1，β⁃catenin and LRP5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the
paw volume，arthritis score，spleen index and thymus index of the osthole treated group were decreased，the degree of chondrocyte

arrangement disorder and inflammatory cells were reduced，the expressions of Ki67 and PCNA were up⁃regulated，and Caspase⁃3 and

Caspase⁃9 were down⁃regulated，the contents of IL⁃1β，IL⁃6 and TNF⁃α were decreased，the expressions of MMP⁃1，MMP⁃3，MMP⁃13，
Wnt 1，β⁃catenin and LRP5 were down⁃regulated，and the effects were greatest in the Ost 40 mg/kg group（P < 0.01）. Conclusion：
Osthole can alleviate cartilage damage，inflammation，and destruction of collagen in the articular cartilage matrix of ra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which may be achieved by inhibiting the activation of the Wnt signaling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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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
种顽固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可导致严重且不可逆转
的关节软骨破坏［1］，还可引起全身器官，包括心脏、
肺、肾脏和动脉等损伤［2］。目前很少有有效、可靠、
低毒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策略，临床常用糖皮质
激素（如地塞米松）、抗风湿药物（如甲氨蝶呤）、非
甾体类抗炎药物（如布洛芬）来缓解类风湿性关节
炎患者的炎症反应［3］。但是，长期使用这些药物会
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如消化道溃疡、心脏病等［4］。
从植物或草药中分离出的天然单体或提取物已被
证明能够有效治疗各种疾病，且毒性相对较低［5］。
蛇床子素（osthole，Ost）是从伞形科草本植物蛇床果
实中提取的一种香豆素，具有抗癌、抗炎和保护心
脏等多种生理作用［6］，且已有研究表明蛇床子对关
节炎具有改善作用［7］。本文通过Ⅱ型胶原蛋白诱导
构建大鼠关节炎模型，以地塞米松为阳性参照，研
究蛇床子素对Ⅱ型胶原蛋白诱导的关节炎大鼠软
骨损伤的改善及免疫调节作用。
1

1.1

材料和方法

材料
清洁级 SD 大鼠 120 只，体重（170±10）g，购自
四川夏派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许可证号：SYXK
（川）2017⁃203。动物处理符合实验动物伦理学原
则。蛇床子素（西安天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弗氏
完全佐剂（北京华中海威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牛Ⅱ
型胶原（北京博雷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RIPA 裂解
缓冲液（南京海克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BCA 试剂
盒（上海易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增殖细胞核抗原
（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PCNA）抗体、Cas⁃
pase⁃9 抗体（沈阳万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aspase⁃
3 抗体（杭州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地塞米松、白
细 胞 介 素（interleukin，IL）⁃ 6 ELISA 试 剂 盒 、IL ⁃ 1β
ELISA 试剂盒、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TNF⁃α）ELISA 试剂盒（上海联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基 质 金 属 蛋 白 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1 抗体（上海沪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MMP⁃
3 抗体（上海恪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Ki67 抗体、
MMP⁃13 抗体（上海信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低密
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5（LDL receptor associated
protein⁃5，
LRP5）抗体（Abcam 公司，英国）。
1.2 方法
1.2.1 模型构建
大鼠关节炎模型参考文献［8］构建：将牛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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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溶于醋酸，终浓度为 4 mg/mL，再加入等量的弗
氏完全佐剂对溶液进行乳化。在造模的每只大鼠
的尾根部注入 100 mL 牛Ⅱ型胶原乳液。2 周后，同
等方法同剂量再注射牛Ⅱ型胶原乳液；对照组注射
等量生理盐水。大约 20 d 后，模型大鼠表现出明显
的活动不灵活，关节肿胀等类风湿性关节炎症状。
1.2.2 分组及给药
将 SD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Norm 组）、模
型对照组（Model 组）、地塞米松组（Dex 组）、蛇床子
素低剂量组（Ost 10 mg/kg 组）、蛇床子素中剂量组
（Ost 20 mg/kg 组）、蛇床子素高剂量组（Ost 40 mg/kg
组），每组 20 只。在造模完成 1 周后，蛇床子素低、
中、高剂量组大鼠分别灌胃 10、20、40 mg/kg 的蛇床
子素，地塞米松组大鼠灌胃 0.05 mg/kg 地塞米松，对
照组灌胃等量生理盐水。
1.2.3 爪子体积及关节炎指数的测定
给药后每 4 d 用爪肿测量仪测定各组大鼠的爪
子体积，按照 Zheng 等［9］关节炎指数评分标准评定各
组大鼠的关节炎指数：
0 分，未受影响；
1 分，影响 1 种
关节类型；2 分，影响 2 种关节类型；3 分，影响 3 种关
节类型；4 分，
影响 3 种以上关节类型。
1.2.4 脾脏和胸腺指数
治疗后 30 d，处死大鼠并解剖胸腺和脾脏，称取
重量；脾脏指数（mg/g）=脾脏湿重/体重，胸腺指数
（mg/g）=胸腺湿重/体重。
1.2.5 HE 染色观察软骨损伤
将软骨组织用石蜡包埋切片，然后按照 HE 染
色液说明书进行染色：切片脱蜡、水洗、苏木精液染
色、水洗；然后用 1% 盐酸酒精分化，水洗；0.6%氨水
返蓝，水洗；0.5%伊红液染色，水洗；接着脱水，二甲
苯透明；最后中性树胶封片，在 400 倍显微镜观察肾
组织损伤情况。
1.2.6 Western blot 检测蛋白表达
采用含有蛋白酶抑制剂 PMSF 的 RIPA 裂解缓
冲液提取总蛋白，并用 BCA 试剂盒测定蛋白浓度；
总蛋白经 SDS⁃PAGE 电泳分离后转移至 PVDF 膜上，
加 入 Ki67、PCNA、Caspase ⁃ 3、Caspase ⁃ 9、MMP ⁃ 1、
MMP⁃3、MMP⁃13、Wnt1、β⁃catenin 和 LRP5 的一抗，
在 4 ℃下过夜；用 TBST 冲洗后，在 37 ℃条件下，加
入二抗孵育 60 min；用 TBST 冲洗后，蛋白条带在暗
室梯度暴露，结果分析使用 Image J 软件。
1.2.7 ELISA 检测外周血细胞因子含量
眼眶采血，
离心分离血清，
然后，
将样品加入各反
应孔，
37 ℃ 反应 45 min。接着用洗涤液洗涤 4 次，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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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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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Norm 组相比，Model 组大鼠的爪子体积明显
变大，
关节炎指数、
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明显升高，
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图 1）；与 Model 组相
比，Dex 组和 Ost 各组大鼠的爪子体积、关节炎指数、
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P < 0.01，
图1），
其中以Ost 40 mg/kg组的作用最明显。
2.2 蛇床子素减轻关节炎大鼠的软骨损伤
Norm 组大鼠软骨细胞无减少，排列整齐；Model
组大鼠软骨细胞减少，排列紊乱并见大量炎性细胞
浸润；与 Model 组相比，Dex 组和 Ost 各组大鼠的软
骨细胞排列紊乱程度减轻，且炎性细胞数量均有不
同程度的减少，其中以 Ost 40 mg/kg 组的作用最明
显（图 2）。
2.3 蛇床子素可能诱导关节炎大鼠的软骨细胞增
殖并抑制软骨细胞凋亡
与 Norm 组相比，Model 组大鼠的 Ki67 和 PCNA
蛋白表达明显下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
图 3A）；与 Model 组相比，Dex 组和 Ost 各组大鼠的
Ki67 和 PCNA 蛋白表达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调（P <
0.01，图 3A），且 Ost 40 mg/kg 组与 Ost 10 mg/kg、Ost
20 mg/kg 剂量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P < 0.01，图 3A），提示 Ost 40 mg/kg 作用效果优于其
他剂量组；Ost 40 mg/kg 组与 Dex 组之差异间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图 3A），提示 Ost 40 mg/kg 作用
效果优于地塞米松。
与 Norm 组相比，Model 组大鼠的 Caspase⁃3 和
Caspase⁃9 蛋白表达明显上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40

Ost（mg/kg）

关节炎指数（分）

加入生物素标记的 IL⁃1β、IL⁃6 和 TNF⁃α抗体，37 ℃
孵育 30 min。洗涤后加链霉亲和素⁃HRP 混合均
匀，37 ℃ 反应 30 min。接着加入显色剂避光显色。
最后加终止液终止反应，
检测结果。
1.2.8 qRT ⁃ PCR 检 测 MMP ⁃ 1、MMP ⁃ 3 和 MMP ⁃ 13
mRNA 表达
用 TRIzol 试剂提取 RNA 并逆转录为 cDNA，进
行 qRT⁃PCR 检测。反应条件为：96 ℃ 预变性 30 s；
96 ℃ 变性 10 s，56 ℃ 退火 30 s，72 ℃延伸 10 s，共
30 个循环；4 ℃ 保存。以β⁃actin 作为内参。MMP⁃1
上游引物：
5′⁃CGACTCTAGAAACACAAGAGCAAGA⁃
3′ ，下 游 引 物 ：5′ ⁃ AAGGTTAGGTTACTGTCACAC⁃
GCTT⁃3′；MMP⁃3 上游引物：5′⁃GGTTCTCCATTCCT⁃
TTGATGGGGGGAAAAG⁃3′，下游引物：5′⁃CTTCCT⁃
GGAATTCACATCGAAACCACT⁃3′；MMP⁃13 上游引
物：5′⁃CTTAGAGGTGACTGGCAAAC⁃3′，下游引物：
5′⁃GCCCATCAAATGGGTAGAAG⁃3′。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定量数据
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足肿胀程度、关节炎指
数采用两因素方差分析，其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ANOVA）。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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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01，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P < 0.01（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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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鼠的足肿胀程度、
关节炎指数及脾脏和胸腺指数

Figure 1

Degree of paw swelling，
arthritis score，spleen index and thymus index in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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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

Ost

10 mg/kg

20 mg/kg

40 mg/kg

图 2 HE 染色观察软骨损伤程度（×400）
Figure 2 Degree of cartilage damage observed by HE staining（×400）

（P < 0.01，图 3B）；与 Model 组相比，Dex 组和 Ost 各
组大鼠的 Caspase⁃3 和 Caspase⁃9 蛋白表达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调（P < 0.01，图 3B），且 Ost 40 mg/kg 组与
Ost 10 mg/kg、Ost 20 mg/kg 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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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 < 0.05，P < 0.01，图 3B），提示 Ost 40 mg/kg 的
作用效果优于其他剂量组；Ost 40 mg/kg 组与 Dex 组
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图 3B），提示
Ost 40 mg/kg 的作用效果优于地塞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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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estern blot 检测增殖相关蛋白表达；B：Western blot 检测凋亡相关蛋白表达；与 Norm 组比较，**P < 0.01；与 Model 组比较，##P < 0.01；与

&
&&
Ost 40 mg/kg 比较，
P < 0.05，
P < 0.01（n=20）。

图3

Figure 3

Western blot 检测 Ki67、PCNA、
Caspase⁃3 和 Caspase⁃9 的表达水平

Expression levels of Ki67，
PCNA，
Caspase⁃3 and Caspase⁃9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蛇床子素减轻关节炎大鼠的炎症反应
与 Norm 组相比，Model 组大鼠的 IL⁃1β、IL⁃6 和
TNF⁃α 含量明显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图 4）；与 Model 组相比，Dex 组和 Ost 各组大鼠
的 IL⁃1β、IL⁃6 和 TNF⁃α 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P < 0.01，图 4），且 Ost 40 mg/kg 组与 Ost 10 mg/kg
组、Ost 20 mg/kg 组及 Dex 组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
义，
提示Ost 40 mg/kg时具有类似地塞米松的效能。
2.5 蛇床子素抑制关节炎大鼠的 MMP⁃1、MMP⁃3
和 MMP⁃13 的表达
与 Norm 组相比，
Model 组大鼠的 MMP⁃1、
MMP⁃3
和 MMP⁃13 mRNA 和蛋白表达量明显上调，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图 5）；与 Model 组相比，
Dex 组和 Ost 各组大鼠的 MMP⁃1、MMP⁃3 和 MMP⁃
13 mRNA 和蛋白表达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调（P <

含量（p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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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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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图 5），且 Ost 40 mg/kg 组 与 Ost 10 mg/kg、Ost
20 mg/kg 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P <
0.01，图 5），提示 Ost 40 mg/kg 作用效果优于其他剂
量组；Ost 40 mg/kg 组与 Dex 组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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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提示 Ost 40 mg/kg 的作用效果类似地塞米松。
2.6 蛇床子素抑制关节炎大鼠的 Wnt 通路
与 Norm 组 相 比 ，Model 组 大 鼠 的 Wnt1、β ⁃
catenin 和 LRP5 蛋白表达明显上调，且差异具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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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组大鼠 MMP⁃1、MMP⁃3 和 MMP⁃13 的表达情况

Figure 5 Expression levels of MMP⁃1，
MMP⁃3 and MMP⁃13 in each group of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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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Ⅱ型胶原蛋白诱导的关节炎模型［10-11］。通过实验
发现，Ⅱ型胶原蛋白诱导的关节炎模型大鼠的爪子
体积明显变大，关节炎指数、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
明显升高，这说明关节炎模型构建成功；与Ⅱ型胶
原蛋白诱导的关节炎模型大鼠相比，灌胃 Ost 的大
鼠的爪子体积、关节炎指数、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
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这说明 Ost 能够改善关节炎
的病理特征。
类风湿性关节炎会导致软骨和骨组织的破坏，
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丧失［12］。本研究发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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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Western blot 检测 Wnt1、
β⁃catenin 和 LRP5 表达水平

Figure 6

Expression levels of Wnt1，
β⁃catenin and LRP5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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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胶原蛋白诱导的关节炎模型大鼠细胞减少，
排列紊
乱并见大量炎性细胞浸润，
增殖标志物 Ki67 和 PCNA
蛋白表达明显下调，凋亡标志物 Caspase⁃3 和 Cas⁃
pase⁃9 蛋白表达明显上调，说明关节炎促使大鼠软
骨组织受损，诱导软骨细胞凋亡、抑制软骨细胞增
殖；与Ⅱ型胶原蛋白诱导的关节炎模型大鼠相比，
灌胃蛇床子素的大鼠软骨细胞排列紊乱程度和炎
性细胞浸润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减轻，Ki67 和 PC⁃
NA 蛋 白 表 达 均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上 调 ，Caspase ⁃ 3 和
Caspase⁃9 蛋白表达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调，说明蛇床
子素能够减轻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的软骨损伤，提
示其可能诱导软骨细胞增殖、抑制软骨细胞凋亡。
炎症参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生和发展，促炎
细胞因子如 TNF⁃α、IL⁃1β、IL⁃6、IL⁃8、IL⁃17A 等刺激
关节炎关节和滑膜组织的炎症反应［13］。已有众多
研究报道，IL⁃1β、IL⁃6 和 TNF⁃α是骨关节炎发病过
程中起主要作用的炎性介质，能刺激软骨细胞、滑
膜细胞分泌胶原酶等物质，并破坏软骨细胞周围环
境，促进软骨细胞的凋亡［14］。本研究发现，Ⅱ型胶
原蛋白诱导的关节炎模型大鼠 IL⁃1β、IL⁃6 和 TNF⁃α
含量明显升高，说明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体内炎症
反应增强；与Ⅱ型胶原蛋白诱导的关节炎模型相
比，灌胃蛇床子素大鼠的 IL⁃1β、IL⁃6 和 TNF⁃α 含量
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说明蛇床子素能够减轻类风
湿性关节炎大鼠的炎症反应。
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病理改变是关节软骨基
质胶原的破坏，主要是由于软骨基质的降解和合成
失衡引起的［15］。已有研究表明，导致软骨细胞外基
质合成与降解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软骨基质金
属蛋白酶 MMP 的异常增高［16］。MMP 是一类降解细
胞外基质分子的酶，是生理组织重构的有效调节因
子。MMP⁃1 降解Ⅰ型、
Ⅱ型和Ⅲ型胶原蛋白，
在健康
环境下表达水平较低，
在关节炎条件下，
MMP⁃1 表达
显著上调，
在胶原蛋白降解中发挥重要作用［17］。MMP
⁃3 具有降解Ⅱ型、Ⅲ型、Ⅳ型、Ⅸ型、Ⅹ型胶原蛋白
的能力，并具有降解纤连蛋白、层粘连蛋白、弹性蛋
白和各种蛋白聚糖的能力［18］。MMP⁃13 具有强大的
降解Ⅱ型胶原蛋白的能力，也能降解蛋白聚糖、蛋
白聚糖和基底膜聚糖能等基质分子，在关节炎的发
生中具有重要作用［19］。本研究发现，Ⅱ型胶原蛋白
诱导的关节炎模型大鼠 MMP⁃1、MMP⁃3 和 MMP⁃13
mRNA 和蛋白表达量明显上调，说明类风湿性关节
炎引起大鼠关节软骨基质胶原的破坏；与Ⅱ型胶原
蛋白诱导的关节炎模型相比，灌胃蛇床子素大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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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P⁃1、MMP⁃3 和 MMP⁃13 mRNA 和蛋白表达量均
有不同程度的下调，说明蛇床子素能够减轻类风湿
性关节炎大鼠关节软骨基质胶原的破坏，从而减轻
关节炎。
已有报道 Wnt 信号通路的异常使骨骼系统代谢
失衡，可导致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生［20］。本研究发
现，Ⅱ型胶原蛋白诱导的关节炎模型大鼠 Wnt1、β⁃
catenin 和 LRP5 蛋白表达明显上调，说明类风湿性
关节炎激活大鼠的 Wnt 通路，加剧关节炎的发生；与
Ⅱ型胶原蛋白诱导的关节炎模型相比，灌胃蛇床子
素大鼠的 Wnt1、β⁃catenin 和 LRP5 蛋白表达均有不
同程度的下调，说明蛇床子素能够抑制类风湿性关
节炎大鼠的 Wnt 信号通路激活，从而减轻关节炎。
地塞米松是一种糖皮质激素，用于类风湿性关
节炎急性发作时的对症治疗，起到抗炎、抗风湿、止
痛等作用，效果较好，可以在短期减轻红肿热痛等
症状。因此，本研究选用地塞米松作为阳性对照药
物，发现蛇床子素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效果和
作用与地塞米松相似。但是长期服用地塞米松会
造成过敏性休克、呼吸困难、低钾血症、肌无力、精
神恍惚、消化不良等症状，而蛇床子素作为植物提
取物，不良反应小。因此，有望成为治疗类风湿性
关节炎的新药。
综上所述，蛇床子素能够降低类风湿性关节炎
大鼠的爪子体积、关节炎指数、脾脏指数和胸腺指
数，减轻类风湿性关节炎大鼠的软骨损伤，并诱导
软骨细胞增殖、抑制软骨细胞凋亡，减轻炎症反应
和关节软骨基质胶原的破坏，其可能是通过抑制类
风湿性关节炎大鼠 Wnt 信号通路的激活来实现的。
这为蛇床子素的综合利用开发提供参考，并为类风
湿性关节炎的预防和治疗积累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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