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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黑素抑制大鼠急性肺损伤时磷酸化p38丝裂素

活化蛋白激酶的表达

董宇杰 丁春华 谷玮玮 索晓华

【摘要】 目的 探讨褪黑素(MT)对大鼠急性肺损伤(ALI)时肺脏的保护作用及可能机制。方法将72

只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均分为对照组、脂多糖(LPS)组和LPS+MT处理组。LPS组、LPS+MT组动物

经气道内滴注LPS 1 ml／kg(200 tzg／200／z1)染毒。LPS+MT组给药前后30 rain分别经腹腔注射10 mg／kg

MT，对照组、LPS组给予1 ml／kg乙醇一生理盐水溶剂。给药后3、6和10 h处死动物取肺组织，检测一氧化氮

(NO)、丙二醛(MDA)含量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磷酸化p38丝裂素活化蛋白激

酶(p—p38MAPK)在肺组织的表达。结果LPS组SoD活性(U／rag)较对照组明显降低(3 h：73．78士3．62

比112．69土3．26，6 h：66．07±2．31比117．85士1．96，10 h：55．13士5．26比118．27士2．16，均P<0．01)，而

NO(tzmol／mg)与MDA(nmol／mg)含量以及P—p38MAPK表达量(A值)显著升高(N0 3 h：8．19±0．48比

2．32士0．20，6 h：11．71士0．27比2．08士0．15，10 h：16．534-0．60比2．76士0．21；MDA 3 h：11．43土0．68比

2．86士0．21，6 h：19．63士1．29比2．85土0．19，10 h：26．63士2．OO比2．84士0．28；P—p38MAPK 3 h：0．340士

0．020比0．238士0．019，6 h：0．410士0．016比0．2184-0．024，10 h：0．578士0．066比0．238士0．036，均P<

0．01)；应用MT能显著缓解上述变化ca、6、10 h SOD(U／mg)为86．02土2．81、80．87士3．40、94．46士5．03，

NO(umol／mg)为3．80士0．28、5．32士0．22、7．24士0．52，MDA(nmol／mg)为8．18士0．84、7．84士0．78、

6．43土1．06，P—p38MAPK(A值)为0．311士0．018、0．312士0．019、0．314士0．021，P<0．05或P<0．01]。

结论MT对ALI时肺脏的保护作用可能与MT的抗氧化作用及抑制P—p38MAPK的过度表达有关。

【关键词】褪黑素；抗氧化；p38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急性肺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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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melatonin(MT)on lung tissues during

acute lung injury(ALI)in rats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Methods Seventy-two Sprague-Dawley(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control group，lipopolysaccharide(LPS)group and MT

treatment group．In LPS group and MT treatment group，1 ml／kg of LPS(200 pg／200肚1)was administered

through the airway． In MT group， 1 0 mg／kg of MT was injected intrape“toneally before and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LPS，and 1 ml／kg of ethanol—normal saline was given in control rats．The rats were

sacrificed at 3，6，10 hours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LPS，and the lung tissue was obtained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nitrogen monoxide(NO)and malondialdehvde(MDA)，and activity of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In addition，the expression of phosphorylation 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p-p38MAPK)

in lung tissue was assayed with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SOD activity(U／mg)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LPS group(3 hours：73．78土3．62 vs．1 1 2．69士3．26，

6 hours：66．07土2．31 vs．117．85士1．96，10 hours：55．13土5．26 vs．118．27士2．16，all P<O．01)，but N0

Qtmol／mg)，MDA(nmol／mg)content and the expression of p-p38MAPK Cabsorbance(A)value3 increased

obviously(NO：8．19±O．48 vs．2．32士O．20 at 3 hours，11．71士O．27 vs．2．08士0．15 at 6 hours，16．53±

O．60 vs．2．76土O．21 at 10 hours；MDA：11．43土O．68 vs．2．86士O．21 at 3 hours，19．63士1．29 vs．2．85±

O．19 at 6 hours，26．63士2．00 vs．2．84土O．28 at 10 hours；P—p38MAPK：0．340土0．020 VS．0．238士0．019

at 3 hours，0．410士0．016 vs．0．218士0．024 at 6 hours，0．578士0．066 vs．0．238士0．036 at 10 hours，all

P<0．01)．The administration of MT mitigated above contents significantly[SOD(U／mg)was 86．02士

2．81，80．87土3．40，94．46土5．03，No(ptmol／mg)was 3．80士0．28，5．32士0．22，7．244-0．52，MDA

(nmol／mg)was 8．18±O．84，7．84士O．78，6．43±1．06，and p-p38MAPK(A value)was 0．311士0．018，

O．312±O．019，0．314士0．021 at 3，6，10 hours，respectively，P<0．05 or P<0．01]．Conclusion MT

possessed protective effect on lung tissues during ALI by its antioxidation effect and inhibition of over-

expression of p-p38M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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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损伤(ALl)是由心源性以外的各种肺内

外致病因素所致的急性、进行性、缺氧性呼吸衰竭，

其发病机制很复杂，迄今尚未完全阐明。大量研究表

明，革兰阴性杆菌脂多糖(LPS)介导炎性细胞如中

性粒细胞、单核／巨噬细胞以及内皮细胞产生并释放

大量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并在ALI的发病过程中

起关键作用口3；ALI模型动物肺组织中性粒细胞浸

润明显，并伴弥漫性肺泡隔增厚、灶性出血和纤维蛋

白渗出[2]。p38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p38MAPK)介

导的生物信号转导途径的过度激活在炎症反应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抑制p38MAPK途径，进而抑制磷

酸化p38(p—p38)MAPK的过度表达，达到有效抑制

炎症反应，明显减轻机体的炎症反应效应[3]。已有研

究表明，在很多氧化应激损伤起重要作用的疾病中，

褪黑素(MT)都发挥了明显的器官保护作用¨]，说

明MT在抗氧化损伤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但其对

肺脏氧化损伤方面的研究报道不多，尤其在抗氧化、

抗炎作用的信号转导途径方面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本实验中探讨MT对大鼠ALI时肺组织的影响及

可能的信号转导机制。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LPS(E．coli，0111：B4)与MT均购自美

国Sigma公司；一氧化氮(NO)、丙二醛(MDA)、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检测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成生

物公司；兔抗大鼠P—p38单克隆抗体(单抗)、生物素

标记的羊抗兔单抗(二抗)购自美国CST公司；辣根

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霉卵白素(SP)免疫组化检测

试剂盒、3，3'-二氨基联苯胺(DAB)显色试剂盒购自

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动物分组及处理：72只SD大鼠，体重190""

220 g，由河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

1006173)，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24只。对

照组经气管滴注无热源生理盐水200弘l，在给药前

后30 min分别腹腔注射溶媒(1％乙醇一生理盐水)

1 ml／kg；LPS组和LPS+MT组经气管滴注LPS

1 ml／kg(200 pg／200 p1)，并在给药前后30 min分

别腹腔注射溶媒1 ml／kg或MT 10 mg／kg(MT先

被无水乙醇溶解，再用生理盐水稀释，使乙醇的终浓

度为1％)。

1．3检测指标及方法：各组分别于给药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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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放血处死动物后，迅速摘取部分右肺下叶制成

组织匀浆，离心取上清液，于一70℃储存备用。

1．3．1 肺组织NO、MDA含量与SOD活性的测

定：采用硝酸还原酶法测定NO[／NO；含量，采用

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MDA含量，采用黄嘌呤氧化

酶法测定SOD活性。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2肺组织形态学变化：常规方法制成组织切

片，苏木素一伊红(HE)染色，光镜下观察。

1．3．3免疫组化染色观察肺组织p—p38MAPK表

达和分布：按SP试剂盒步骤操作，阴性对照用磷酸

盐缓冲液(PBS)代替一抗。光镜下观察，以胞核中出

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用图像分析系统对阳性染色

进行定量分析。每组随机选取5张切片，每张切片随

机选取5个不重叠的视野(×400)，测定免疫组化反

应阳性颗粒的吸光度(A)值，取均值。

1．4统计学处理：用SPSS Ii．5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处理，数据以均数士标准差(z土s)表示，多个样本

均数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SNK检

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肺组织NO、MDA、SOD变化(表1)：LPS组

各时间点肺组织NO、MDA含量均较对照组显著升

高，SOD活性明显降低(均P<O．01)，10 h最甚。用

MT能显著缓解上述变化(均P<0。01)。

表1 MT对LPS致伤大鼠肺组织NO、MDA、

SOD变化的影响(至士s)

注：MT：褪黑素，LPS：脂多糖，NO：一氧化氮，MDA：丙二醛，

SOD：超氧化物歧化酶；与对照组比较，3P<O．01；与LPS组

比较，6P<0．01

2．2肺组织形态学观察(图1)：对照组大鼠肺泡结

构清晰，肺泡壁薄，肺泡腔内无渗出液；LPS组各时

间点均表现为肺泡间隔增宽，肺泡萎陷及炎性细胞

浸润，尤以10 h时炎症改变最明显；LPS+MT组炎

症改变较LPS组明显减轻，肺泡腔内渗出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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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给药10 h时肺组织形态学改变

对照组(a)肺泡结构清晰，肺泡间隔正常，肺泡腔饱满；脂多

糖(LPS)组(b)肺泡结构不清，肺泡间隔明显水肿、增宽，肺

泡萎陷及炎性细胞浸润明显；LPs+褪黑素(MT)组(c)大

部分肺泡结构清晰，肺泡间隔略增厚，大部分肺泡腔内渗出

物吸收HE×100

2．3肺组织p-p38MAPK免疫组化染色(图2；表

2)：对照组肺组织P—p38表达的棕黄色阳性信号大

部分存在于气道黏膜上皮细胞，多为胞质阳性，且阳

性信号较弱；LPS组各时间点阳性信号较对照组明

显增强(均P<0．01)，10 h时表达最强，主要分布在

气道黏膜上皮细胞、浸润的炎性细胞和血管内皮细

胞，且很多细胞胞质与胞核均呈阳性；LPS+MT组

阳性细胞分布与LPS组类似，但胞核阳性的细胞显

著减少，且阳性信号明显减弱(P<0．05或<O．01)，

10 h时尤为明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P>O．05)。

表2 MT对LPS致伤大鼠肺组织p-．p38MAPK

表达的影响(；士s)驯警、丽竺篇‰
对照组8 0．238士0．019 0．218士0．024 0．238士0．036

LPS组8 0．340士0．0208 0．410士0．0168 0．578土0．0664

LPS+MT组8 0．31l土0．0186 0．312士0．0196 0．314士0．021。

注：MT：褪黑素，LPS：脂多糖，p-p38MAPKt磷酸化p38丝裂素

活化蛋白激酶}与对照组比较，1P<0．01；与LPS组比较，

bP<O．05，cP<0．01

3讨论

氧化应激在ALI的发生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ALI时过量的氧自由基主要来源于中性粒细胞

的“呼吸爆发”，同时也与机体抗氧化机制障碍有关。

肺是富含脂质的器官，容易受到氧自由基的攻击，而

MDA是氧自由基攻击生物膜中多不饱和脂肪酸，

进而形成脂质过氧化物，它的分解产物又能引起细

胞损伤。本实验中LPS组肺组织MDA含量显著增

高，并于10 h达到高峰，说明ALI时聚集在肺部的

中性粒细胞会产生大量氧自由基。SOD在机体内自

图2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给药10 h时肺组织磷酸化p38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p-p38MAPK)表达对照组(a)肺泡

上皮细胞核中p—p38表达很微弱，为很浅的淡棕黄色颗粒，

脂多糖(LPS)组(b)肺泡上皮细胞及肺泡间隔的炎性细胞

胞核中p—p38表达很强，呈较深的棕黄色颗粒，LPs+褪黑

素(MT)组(c)p-p38表达明显减弱免疫组化×400

由基清除系统中起关键作用，是抗氧化酶中最常用

的检测指标之一。机体内SOD和MDA的水平常作

为评定氧化应激反应和对细胞膜结构破坏的指标。

本研究显示ALI时SOD活性在各时间点均明显下

降，尤以10 h时活性最低，这一特点与MDA的变

化趋势相反，因此SOD活性下降和MDA含量升高

可综合反映肺部氧化／抗氧化平衡的失调。本实验中

LPS+MT处理组肺组织MDA含量明显减少，而

SOD活性明显升高，同时肺组织炎症改变也明显减

轻，与本课题组前期的实验结果[5]一致，ALI时过量

自由基可引发肺部明显的脂质过氧化反应，说明

MT作为抗氧化剂可清除肺组织中大量氧自由基。

本实验中还检测到LPS组各时间点NO含量

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尤以10 h时最高；LPS+MT处

理组则可显著降低NO含量。生理状态下，N0可抑

制中性粒细胞聚集、抑制超氧阴离子产生，并可稳定

肥大细胞膜发挥其抗炎作用。内毒素的主要成分

LPS可刺激血管平滑肌细胞合成大量诱导型一氧

化氮合酶(iNOS)，从而超量产生血管因子N0，是

内毒素休克早期血管舒张、降低血压的重要原因之

一。本室前期研究也证实内毒素性肺损伤时肺组织

中iNOS大量表达，N0和ON00一产生明显增多，

尤其是ONOO一所具有的强氧化性参与了肺损伤的

发生‘引。有文献报道，MT抗氧化作用也包括下调一

氧化氮合酶(NOS)，进而可抑制NO合成，使过氧

化亚硝酸盐的含量减少"】。本实验中LPS+MT处

理组肺组织NO含量显著减少，其机制可能是MT

抑制了iNOS的过度活化和表达，进而使N0生成

减少，起到对肺组织的保护作用。

MAPK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蛋白激酶级联通

路，其中p38MAPK通路与炎症反应的调控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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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n]。体外研究表明，p38MAPK在急、慢性炎症的

细胞应激反应中具有重要性，是参与应激过程中多

种基因表达的重要介质，被激活后由细胞质移入细

胞核，与相应的转录因子作用控制多种基因转录，尤

其在LPS诱导的多种细胞因子合成的信号转导中

起到关键性作用[9]。p38MAPK途径介导了LPS作

用的中性粒细胞内信号转导，同时发现转录起始因

子激酶(PEK)及下游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

ERK2、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活化。使用

p38MAPK抑制剂SB203580抑制p38MAPK途径，

能够有效地抑制炎症反应[1⋯。本研究中观察到，LPS

组各时间点P—p38MAPK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增强；

LPS+MT组阳性信号的分布与LPS组类似，但胞

核阳性的细胞显著减少，且信号明显减弱。说明MT

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肺脏的氧化应激反应，抑制

p38MAPK通路的过度活化，对LPS诱导的ALl具

有保护作用。MT对ALI大鼠保护作用的分子机制

之一与MT抑制p38MAPK通路的活化，减少

p-p38MAPK的过度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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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萘莫司他甲磺酸抑制管腔内的胰酶可改善失血性休克猪的存活率

最近美国研究人员发现管腔内胰酶在失血性休克后肠炎症级联反应的起始阶段扮演了重要角色。先前研究已经证明丝

氨酸蛋白酶抑制剂萘莫司他甲磺酸(NM)能够抑制肠内胰酶，从而降低失血性休克后白细胞的活性及血液灌注需要量。美国

学者为了观察应用NM灌肠能否改善失血性休克引起肠缺血后实验猪的存活率，实验选用33只雄性且体重在25～30 kg的

乌克坦种小型猪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肠系膜动脉进行放血(25ml／kg)制作休克肠缺血动物模型。并将动物随机分为3组：对照

组(砣=15)、对乙酰氨基酚(GL)组(GL 100ml／kg灌肠，n一11)和GL+NM组(NM 0．37 mmol／L灌肠，，l一7)。动物复苏后观

察3 d并按照Ij缶床评分系统分级(o分为濒死或早期死亡，4分为正常)。结果发现，GL+NM组术后恢复评分[(3．8士0．4)分，

无早期死亡]明显高于对照组((2．1士1)分，早期死亡1只]和GL组[(2．2±1．2)3分，早期死亡2只，P<o．0033。研究者认为

应用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NM抑制肠内胰酶，能够显著提高失血性休克的治疗效果。

方涛，编译自CJ Trauma》，2010，68：1078—1083；胡森，审校

小剂量精氨酸抗利尿激素联合去甲肾上腺素在早期严重失血性休克急救中可发挥良好作用

以往研究证明补液治疗失血性休克具有较好的疗效。精氨酸抗利尿激素(AVP)和去甲肾上腺素(NE)常用于治疗感染性

休克，并可减少治疗失血性休克时的液体需要量。中国研究人员基于AVP和NE的增压及稳定血流动力学作用，推测AVP

和NE可能是严重失血性休克早期治疗的良好药物。研究者将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林格液组、全血组、NE组，AVP组、NE+

AVP组和NE+AVP+全血组7组，每组选定8～10只小鼠。在低血压(50 mm Hg，1 mm Hg一0．133 kPa)因素处理1 h后，分

别输注林格液、全血、NE 1／zg／kg、AVP 0．1 U／kg、NE 1／19／kg+AVP 0．1 U／kg；小鼠补液量为其失血量的2倍。学者发现输

注全血可以改善所有的观测指标，尤其可显著地改善组织血流量和肝脏及肾脏的线粒体功能，12 h生存率达50 oA；单独输注

NE仅可改善血流动力学；单独输注AVP与输注全血作用相似；联合输注AVP和NE可明显改善所有观测指标(P<o．01)，

12 h生存率为70％，而NE+AVP+全血组动物的12 h生存率可达80％。研究人员认为，在缺乏血液供给的条件下，AVP联

合NE对严重失血性休克早期治疗有很好的疗效，而增加全血输注亦可增效AVP和NE的作用。

方涛，编译自《J Surg Res》，2010—03—04(电子版)；胡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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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吴纯启.王治乔 褪黑素抗氧化保护作用机制及应用的研究进展 -国外医学(药学分册)2004,31(4)
    褪黑素(MT)除具有调节睡眠、生殖及昼夜节律等生理功能外,还具有抗氧化活性,是一种高效自由基清除剂.从抗氧化的化学机制方面看,MT为高选择性电子供体,不易发

生氧化还原循环反应,也无促氧化副作用.从抗氧化的生物学机制方面看,MT通过保护生物大分子,抑制细胞凋亡和诱导抗氧化防御酶发挥抗氧化效应.体内外动物实验表明

,MT对神经性疾病、环境化合物的靶器官毒性、自发性和诱发性肿瘤、糖尿病和胚胎发育异常等自由基损伤性疾病都有不同程度的保护作用.

2.期刊论文 王英娟.贾敬芬.步怀宇.赵宇玮.许耀.Carl Hirschie Johnson.Jan Kolá(r).Yingjuan Wang.Jingfen Jia.Huaiyu Bu

.Yuwei Zhao.Yao Xu.Carl Hirschie Johnson.Jan Kolá(r) 褪黑素合成酶基因转化烟草及转化植株抗氧化系统变化 -生物工程学

报2009,25(7)
    通过根癌农杆菌(含植物表达载体YXu55)介导的转化技术,将褪黑素生物合成酶-芳烷基胺N-乙酰转移酶(Arylalkylamine N-aeetyltransferase,AANAT)与羟基吲哚O-甲

基转移酶(Hydroxyindole O-methyltransferase,HIOMT)基因导入到烟草(秦烟95)中.对所获得的庆大霉素抗性烟草株系进行Southern blotting和RT-PCR分子生物学检测,结

果表明,AANAT-HIOMT基因已成功地整合到烟草基因组中,并且可以在mRNA水平上进行转录.用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RP-HPLC)测定转化株系的褪黑素含量表明,转AANAT-

HIOMT基因烟草株系的褪黑素含量均明显高于pZP122(不含AANAT和HIOMT基因的空白质粒)转基因株系和未转基因的对照植株,证明AANAT-HIOMT基因在转基因植株中的表达增

强了褪黑素的合成能力.对不同株系抗氧化系统的部分指标进行了测定,并与其亲本对照植株比较,发现AANAT-HIOMT基因在转基因植物中的表达引起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活性增加,谷胱甘肽(GSH)浓度以及总抗氧化能力升高,且没有引起膜脂质过氧化物丙二醛(MDA)的变化,说明转基因烟草抗氧化潜能得到

提高.

3.期刊论文 颜赛梅.常青.YAN Sai-mei.CHANG Qing 褪黑素对高糖刺激下大鼠Müller细胞的抗氧化效应研究 -中国眼耳鼻喉科杂

志2010,10(1)
    目的 研究褪黑素对高糖刺激下大鼠Müller细胞亚铁血红素氧化酶1(hemeoxygenase-1,HO-1)和抗氧化相关转录因子核因子相关因子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

related factor 2,Nrf-2)表达的影响.方法 体外培养和鉴定大鼠Müller细胞.将培养细胞分为正常糖对照组、甘露醇对照组、褪黑素加正常糖组、高糖组、褪黑素加高糖组

及褪黑素加高糖加褪黑素膜受体阻滞剂Luzindole组.48 h后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HO-1和Nrf-2的表达及变化;将培养细胞分为正常糖对照组、高糖组和甘露醇对照组,48

h后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褪黑素膜受体的表达及变化.结果 褪黑素加高糖组与高糖组相比,HO-1和Nrf-2表达明显增加(P<0.05).褪黑素膜受体MT1和MT2在体外培养的大鼠

Müller细胞中均有表达,且在高糖刺激下表达明显增加(P<0.05).结论 褪黑素可诱导高糖刺激下Müller细胞HO-1和Nrf-2表达增加,且为膜受体介导,褪黑素可能在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中起重要的抗氧化作用.

4.学位论文 代国杰 褪黑素对脂多糖刺激小鼠抗氧化与免疫功能的影响 2009
    本文研究了褪黑素对LPS刺激小鼠氧化应激和免疫功能的的调节作用，并分析了他们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通过对氧化还原及免疫相关基因的表达的影响探讨其可能的

保护机制。<br>　　

 选用清洁级三周龄雄性昆明小鼠70只，分成四组：正常组、生理盐水组、低褪黑素组、高褪黑素组。预饲一周后，生理盐水组每天灌胃生理盐水0.2 mL；低褪黑素组每天

灌胃1 mg/kg·BW的褪黑素；高褪黑素组每天灌胃2 mg/kg·BW的褪黑素。灌胃三周后，除正常组外，每组均腹腔注射5 mg/kg·BW的LPS0.2 mL，正常组腹腔注射同剂量的无

菌生理盐水，注射后4、16 h，测定机体活性氧(ROS)水平、抗氧化能力；采用ELISA检测血浆中IL-1、TNF-α、IL-10的含量；实时定量PCR检测肝脏金属硫蛋白1(Mt1)、核

转录因子-B(NF-κB)、热激蛋白70(HSP70)和转录活化蛋白-1(AP-1)基因表达。<br>　　

 实验结果：(1)褪黑素可以显著降低LPS刺激小鼠机体的ROS水平，增强抗氧化酶的活性，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2)褪黑素可以显著降低LPS刺激小鼠十二指肠MPO活性

，抑制血浆炎性细胞因子IL-6、TNF-α分泌，促进抗炎性细胞因子IL-10的分泌，从而减轻机体的炎性损伤。(3)褪黑素可以使LPS刺激小鼠肝脏Mt1 mRNA表达上调、NF-κB

mRNA、HSP70 mRNA、AP-1 mRNA表达下调，从而保护机体，改善LPS导致的氧化和炎性损伤。<br>　　

 结论：腹腔注射脂多糖，引起机体的急性炎症反应、降低抗氧化能力，导致免疫功能状态失调。而灌胃褪黑素可有效清除LPS诱导的机体过量产生的ROS，提高机体抗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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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并抑制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改善免疫功能。其可能机制为褪黑素通过调节相关基因的表达，改善抗氧化与免疫功能。

5.期刊论文 李逸玲.刘国卿.龙燕.何玲.季晖.LI Yi-ling.LIU Guo-qin.LONG Yan.He Ling.JI Hui 褪黑素的神经保护作用 -药学

进展2007,31(6)
    人体褪黑素是一种主要在松果体合成的激素,具有广泛的生理活性,主要包括调节生物节律,改善睡眠,以及抗氧化、免疫调节、抑制肿瘤等作用.介绍褪黑素的合成、代

谢通路及其抗氧化、抗细胞凋亡等神经保护作用.阐述褪黑素的神经保护作用的临床意义.

6.学位论文 马蕴蕾 内源性CO在褪黑素减轻内毒素休克致大鼠急性肺损伤中的作用 2009
    目的：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是指由心源性以外的肺内外各种致病因素导致的急性进行性、缺氧性呼吸衰竭。实质是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和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在肺部的表现。其发病机理错综复杂，迄今尚未完全阐明，亦无满意的治疗措施。近年来研究发现ALI是机体发生损伤和抗损伤动态发展的

病理过程，肺部氧化/抗氧化以及促炎/抗炎反应失衡在ALI的发病中起主要作用，在ALI发展过程中炎症细胞因子可诱导iNOS表达，持续产生超生理量的一氧化氮

（nitricoxide，NO），NO与超氧阴离子反应的产物过氧亚硝基阴离子（peroxynitrite，ONOO-）过量生成，可引起组织细胞结构损伤和功能代谢改变，其中NO在自由基的

链式反应的发生及由此引起的氧化损伤中是一关键环节。有文献报道在NO升高的同时伴有肺间质水肿、出血、炎症细胞浸润、肺泡结构破坏，可见iNOS诱导产生大量的NO参

与肺损伤的氧化应激反应。<br>　　

 当肺脏局部产生剧烈的氧化应激反应的同时可激活体内的抗氧化保护系统，维持机体内环境平衡，抵抗氧化应激损伤。<br>　　

 血红素氧合酶-1（hemexoygnease-1，HO-1）是体内抗氧化保护系统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氧化应激状态下，HO-1在心血管、肺、肝、肾等重要器官中诱导表达，催化血红素

代谢生成胆红素、铁离子、一氧化碳（carbonmnoxo，CO）。HO-1/CO系统通过多方面调节效应，产生抗氧化、抗凋亡、抗炎症、抗增殖等一系列生物学效应，因此HO-

1/CO系统在ALI时维持肺脏氧化/抗氧化的平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br>　　

 褪黑素（melatonin，MT）是1958年Leme等首先从牛的松果腺分离纯化得到的，MT是松果腺分泌的一种吲哚类神经内分泌激素，具有广泛的生物学作用，由于具有高度弥散

穿透能力，故能通过核膜进入核内发挥作用，对生物的昼夜节律、性成熟及生殖、免疫反应、肿瘤、衰老等均有调节作用。研究发现MT具有很强的清除羟自由基和过氧自由

基作用，不仅可直接清除OH·O2-，还可通过增加抗氧化酶的活性而发挥其作用，是目前已知体内最强的抗氧化成分。但MT减轻ALI时的氧化应激损伤其机制是否与增加HO-

1蛋白表达进而抑制iNOS诱导产生大量NO有关，相关文献报道很少。<br>　　

 本研究通过盲肠结扎穿孔（CLP）复制大鼠ALI动物模型，旨在在体实验观察内源性CO在褪黑素减轻内毒素休克致大鼠急性肺损伤中的作用及MT、抗ALI机制，为MT的临床应

用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验依据。<br>　　

 方法：实验通过CLP复制ALI模型，80只雄性wistar大鼠，体重225±25g，随机分为八组，每组10只。①假手术对照组（Sham组）：盲肠根部穿过丝线，不行结扎和穿孔

；②CLP组：复制CLP模型；③MT组：腹腔注射（ip）MT10mg/kg（MT先被无水乙醇溶解，再用生理盐水稀释，使乙醇的终浓度为1％）；④MT+CLP组：复制模型前、后

30min各ip MT（10mg/kg）；⑤CLP+ZnPP（HO-1抑制剂）组：手术前20min舌下静脉注入Znpp（10mg/Kg，10mg/ml）；⑥MT+CLP+ZnPP组：手术前、后30min各ip

MT（10mg/kg）其后10min舌下静脉注入ZnPP；⑦CLP+Hemin（CO供体）组：手术前20min舌下静脉注入Hemin（10mg/Kg，10mg/ml）；⑧MT+CLP+Hemin组：手术前、后30min各

ip MT（10mg/kg）其后10min舌下静脉注入Hemin。以上各组在手术后6小时观察动物的行为学表现，观察完毕后立即麻醉，于实验结束前30分钟，从动物的右侧颈静脉插管

至右心房，分离左颈动脉插管至主动脉根部，采集血液分别代表/肺血（In-flowing pulmonary blood，IPB）和出肺血（Out-goingpulmonary blood，OPB），检测血液中

碳氧血红蛋白（carboxyhemoglobin，COHb）水平代表CO含量；开胸取材，取部分右肺下叶，标本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制备匀浆检测SOD、MDA、MPO、GSH的活性和含量变

化；另一部分观察形态学变化，同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图像分析观察肺组织中HO-1以及iNOS的表达和分布<br>　　

 数据均以均数±标准差（x±s）来表示，组间差异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wayANOVA），有显著差异者用SNK-q检验进行两两比较，均以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br>　　

 结果：<br>　　

 1.动物的行为学表现：CLP组大鼠呼吸急促、精神萎靡、蜷缩成团、毛发竖起、未见摄食。<br>　　

 2.肺组织形态学观察：假手术对照组大鼠肺泡结构清晰，肺泡壁薄，而CLP组大鼠部分肺泡萎陷，部分肺泡出现代偿性肺气肿，肺内小血管扩张充血，肺泡间隔增厚，大量

炎性细胞浸润伴出血，与CLP组相比，Hemin+CLP组、MT+Hemin+CLP组和MT+CLP组病理损伤程度轻，其中MT+Hemin+CLP组损伤最轻；而ZnPP+CLP组与MT+ZnPP+CLP组病理损伤

程度重，其中ZnPP+CLP组损伤较重。与MT+CLP组相比，MT+Hemin+CLP组病理损伤程度轻，MT+ZnPP+CLP组病理损伤程度重。<br>　　

 3.肺组织中MDA含量、MPO活性、SOD活性、GSH含量的变化：与假手术对照组相比，CLP组肺组织中MDA含量、MPO活性增高，SOD活性、GSH含量降低；与CLP组相比

，MT+CLP组、MT+CLP+Hemin组和Hemin+CLP组肺组织中MDA含量、MPO活性明显降低，SOD活性、GSH含量增高，其中MT+CLP+Hemin变化最明显（P均<0.05）；而ZnPP+CLP组和

MT+ZnPP+CLP组肺组织MDA含量、MPO活性增高，SOD活性、GSH含量降低，其中ZnPP+CLP组变化最显著（P均<0.05）；和MT+CLP组相比，MT+CLP+Hemin组肺组织中MDA含量、

MPO活性降低，SOD活性、GSH含量增高（P均<0.05）；而MT+ZnPP+CLP组肺组织MDA含量、MPO活性增高，SOD活性、GSH含量降低（P均<0.05）。<br>　　

 4.COHb水平：各组OPB中COHb水平均显著高于IPB的COHb水平。CLP和MT组的IPB和OPB中的COHb水平以及肺组织中CO含量较假手术对照组增高，OPB与IPB中的COHb水平之差

（OPB-IPB）增大（P均<0.05），与CLP组相比，MT+CLP组、MT+CLP+Hemin组和Hemin+CLP组IPB和OPB中的COHb水平以及肺组织中CO含量增高，OPB与IPB中的COHb水平差值

（OPB-IPB）增大（P均<0.05），其中MT+CLP+Hemin组升高最明显，而ZnPP+CLP组和MT+ZnPP+CLP组IPB和OPB中的COHb水平以及肺组织中CO含量降低（P均<0.05），其中

MT+ZnPP+CLP组与ZnPP+CLP组与假手术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而与MT+CLP组相比MT+CLP+Hemin组中IPB和OPB中的COHb水平以及肺组织中CO含量增高（P均<0.05），而

MT+ZnPP+CLP组IPB和OPB中的COHb水平以及肺组织中CO含量降低（P均<0.05）。<br>　　

 5.肺组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1）假手术对照组仅有少量HO-1蛋白表达的阳性信号，CLP组和MT组中肺组织出现较多HO-1蛋白表达的阳性信号，主要分布在肺泡巨噬

细胞、支气管粘膜及肺泡上皮细胞和肺血管平滑肌细胞等的胞浆内； MT+CLP组、MT+CLP+Hemin组和Hemin+CLP组均可使HO-1蛋白表达增多，其中MT+CLP+Hemin组增高最显著

，而CLP+ZnPP组和MT+CLP+ZnPP组中HO-1阳性表达则有所下降，其中MT+CLP+ZnPP组与CLP+ZnPP组与假手术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变化；与MT+CLP组相比，MT+CLP+ZnPP组HO-1的

表达降低，而MT+CLP+Hemin组中HO-1的表达升高。（2）iNOS：CLP组iNOS蛋白表达较假手术对照组组增强；而与CLP组相比，MT+CLP组、MT+CLP+Hemin组和Hemin+CLP组肺组

织中iNOS表达降低，而CLP+ZnPP组与MT+ZnPP+CLP组中iNOS表达则增高；与MT+CLP组相比，MT+CLP+Hemin组肺组织中iNOS表达降低，而MT+ZnPP+CLP组iNOS表达增高。<br>　

　

 结论：<br>　　

 1 CLP可引起大鼠肺组织严重的炎症反应，说明成功地复制了ALI动物模型。<br>　　

 2 CLP可以导致ALI，肺组织中HO-1蛋白表达增多，同时出入肺血中COHb水平增高，MT可使肺组织中HO-1蛋白表达进一步增多，肺损伤减轻。<br>　　

 3 MT对ALI时的肺脏起明显的保护作用，其保护机制之一可能与MT增加肺脏HO-1蛋白表达进而抑制iNOS诱导产生大量NO有关。

7.期刊论文 吴婷.王慈养.傅冷西.胡晓华 褪黑素治疗肝硬化临床疗效观察 -中国医药2006,1(9)
    目的 研究褪黑素(MT)治疗肝硬化临床疗效.方法 将肝硬化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除常规治疗外另在睡前给予药理剂量的褪黑素.连续用药2～4周,观察治

疗前后患者的临床表现及肝功能和抗氧化指标一氧化氮(NO)、一氧化氮合酶(NOS)、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GSH)的变化.结果 治疗组患者在精神、

睡眠等临床症状及肝功能(特别是ALT、ASL、白蛋白)方面较对照组显著改善(P＜0.05).补充MT肝硬化患者氧化、抗氧化指标如MDA、SOD、GSH有明显改善(P＜0.01).治疗过

程中无发现明显毒副反应.结论 褪黑素对于改善肝硬化患者精神、睡眠和肝脏功能、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方面有良好的辅助作用,且无任何毒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8.期刊论文 丁红霞.杨拯.田芸.张晓 褪黑素与脊髓损伤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10,16(6)
    临床研究表明褪黑素具有其独特的生物化学特性,本文主要从褪黑素的特定作用区域、抗氧化、抗细胞凋亡、钙离子拮抗作用等方面阐述褪黑素治疗脊髓损伤的有效性

,并对用药做一简要说明.

9.期刊论文 崔玉 褪黑素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研究进展 -现代妇产科进展2010,19(9)
    近年对褪黑素生物学功能的广泛研究发现褪黑素是一种强抗氧化剂,其抗氧化和清除氧自由基作用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病病因发生发展方面可能有重要作用.进一步研

究褪黑素用于预防及治疗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有助于揭示妊娠期高血压发病机制,为预防治疗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提供新的药物选择.现将褪黑素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研究进

展作一综述.

10.期刊论文 潘兴时 褪黑素在抗运动性疲劳中的作用 -中国医药导报2010,7(10)
    褪黑素(melatonin,MT)为松果体分泌的一种高亲脂性神经内分泌激素化合物,在人体内有着广泛的生理作用.本文从运动的角度阐明褪黑素与抗氧化系统、免疫以及细胞

凋亡的关系,指出褪黑素能消除自由基、提高机体抗氧化和免疫能力,并能抑制细胞凋亡,补充褪黑素对运动功能的恢复有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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