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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柯胺 B 对脓毒症小鼠肺脏炎症反应的抑制作用

张锦丽 秦魏婷 吕汪洄 沈唯长 王旭 孙炳伟

【摘要】 目的 探讨苦柯胺 B（KB）对脓毒症小鼠肺部炎症反应的抑制作用及分子机制。方法 将 28 只

雄性 ICR 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8 只）、脂多糖（LPS）组（10 只）、LPS + KB 组（10 只）。腹腔注射

LPS 20 mg/kg 制备脓毒症模型（LPS 组）；对照组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LPS + KB 组于 LPS 刺激 4 h 后经尾静脉

注射 KB 20 滋g/kg。于 LPS 刺激后 8 h 检测动物血浆 LPS 浓度及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浆、肺泡灌洗液及肺组织匀浆中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琢）和白细胞介素 -1茁

（IL-1茁）的含量；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肺组织核转录因子 -资B（NF-资B）活性和诱导型一氧

化氮合酶（iNOS）蛋白表达；用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免疫组化法观察肺组织中细胞

间黏附分子 -1（ICAM-1）蛋白表达。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LPS 组血浆 LPS 浓度（kEU/L：1 155.650±147.149

比 31.390±18.859）、MPO 活性（U/g：1.177±0.093 比 0.775±0.166）、NF-资B 活性（灰度值：1.557±0.105 比

0.824±0.032）、iNOS 蛋白表达（灰度值：0.650±0.129 比 0.392±0.097）均显著升高（均 P＜0.05）；KB 干预后

LPS 浓度（624.461±149.012）、MPO 活性（0.919±0.023）、NF-资B 活性（1.127±0.074）、iNOS 蛋白表达（0.425±

0.066）均被明显抑制（均 P＜0.05）。与对照组比较，LPS 组血浆、肺泡灌洗液、肺组织匀浆中 TNF-琢（ng/L：

47.325±13.864 比 6.534±0.544，13.382±2.231 比 3.748±0.692，31.127±7.399 比 14.948±4.673）、IL-1茁

（ng/L：74.329±11.890 比 29.921±6.487，9.422±2.674 比 1.105±0.364，528.509±32.073 比 109.945±13.561）

浓度均显著增加（均 P＜0.05）；而应用 KB 干预后 TNF-琢（20.331±7.789、7.145±1.202、15.966±2.946）、

IL-1茁（57.707±8.098、2.212±0.878、426.154±11.270）浓度均明显降低（血浆 TNF-琢：F＝16.052、P＝0.002，

IL-1茁：F＝20.649、P＝0.000；肺泡灌洗液 TNF-琢：F＝31.134、P＝0.001，IL-1茁：F＝22.792、P＝0.002；肺组织匀

浆 TNF-琢：F＝10.013、P＝0.009，IL-1茁：F＝319.857、P＝0.000）。光镜下观察显示，与 LPS 组比较，KB 干预后肺

组织病理改变明显减轻，ICAM-1 表达明显减少。结论 KB 作为新型的 LPS 中和剂，能够拮抗 LPS 对脓毒症小

鼠的炎症刺激作用，减轻肺部炎症反应，保护脓毒症小鼠的肺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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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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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kukoamine B （KB）on lung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n mice with sepsis and its possible molecular mechanism. Methods Twenty-eight male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8），lipopolysaccharide（LPS）group（n＝10），and LPS + KB group（n＝10）. Sepsis
model was reproduced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20 mg/kg LPS，while equivalent normal saline was given in
control group，and 20 滋g/kg KB was injected through caudal vein 4 hours after LPS challenge in LPS + KB group. After
8 hours of LPS challenge，the concentration of LPS in plasma and the activity of myeloperoxidase （MPO）in the lung
tissue were determined. The content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琢 （TNF-琢）and interleukin-1茁 （IL-1茁）in plasma，
alveolar lavage fluid and lung tissue homogenates were assess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activation of nuclear factor-资B （NF-资B）and the expression of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in lung tissue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lung tissues were observed with hematoxylin-eosin（HE）
staining. The expression of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ICAM-1） in lung tissue was deter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the concentration of LPS in plasma （kEU/L：1 155.650±
147.149 vs. 31.390±18.859），MPO activity （U/g：1.177±0.093 vs. 0.775±0.166），NF-资B activity （gray value：
1.557±0.105 vs. 0.824±0.032）and the expression of iNOS （gray value：0.650±0.129 vs. 0.392±0.097）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LPS group （all P＜0.05）. After KB intervention，the concentration of LPS （624.461±
149.012），MPO activity （0.919±0.023），NF-资B activity （1.127±0.074）and the expression of iNOS （0.425±
0.066）were significantly lowered（all P＜0.05）.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the contents of TNF-琢（ng/L：4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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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是指由感染因素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

合征（SIRS），进一步发展可导致脓毒性休克 、多器

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1-4］，其病情进展迅速，

已成为临床危重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5-6］。有关

脓毒症防治措施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近年来，对脓

毒症的认识已经由既往感染启动的全身炎症反应发

展为由多因素参与的多器官受累的综合征［7-8］，其中

肺脏是最早最易受累的器官［9］。苦柯胺 B（又名地骨

皮乙素，Kukoamine B，KB）是从中药地骨皮中获得

的一种生物碱类成分，有着重要的抗炎作用［10］ 。本

研究以 KB 作为干预因素，旨在探讨 KB 对脓毒症

小鼠肺脏炎症反应的抑制作用及分子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试剂与仪器：脂多糖（LPS）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KB 由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提供；抗小鼠

细胞间黏附分子 -1（ICAM-1）、核转录因子 -资B

（NF-资B）抗体购自英国圣克鲁斯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抗小鼠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抗体购自美

国塞信通公司；小鼠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琢）、白

细胞介素 -1茁（IL-1茁）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试剂盒购自上海巧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髓过氧化

物酶（MPO）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鲎试验微生物检测系统 ELx808 及鲎试剂购自厦门

市鲎试剂实验厂有限公司；其余试剂如无特殊说明

均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

1.2 实验动物分组与模型制备：28 只6～8 周龄雄

性 ICR 小鼠由江苏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

格证号：SCXK（苏）2013-0011，体质量（20±2）g，于

普通实验室适应性饲养 1 周（商品化干块料，自由饮

水）。将实验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3 组：LPS 组

小鼠 10 只，经腹腔注射 LPS 20 mg/kg ［11］；对照组小

鼠 8 只，腹腔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LPS + KB 组小

鼠 10 只，腹腔注射 LPS 20 mg/kg 4 h 后，经尾静脉注

射 KB 20 滋g/kg。所有动物经 LPS 刺激 8 h 后处死收

集标本。

本实验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

1.3.1 动物一般情况：LPS 刺激及给予 KB 干预后

观察各组小鼠的一般情况。

1.3.2 血浆 LPS 检测：从小鼠心脏取血，3 000×g 离

心 2 min，取上清，加入相应样本处理液，70 ℃水浴

加热 10 min，冰水浴冷却，加入等体积鲎试剂，37 ℃

下进行动态浊度检测，将浊度通过标准曲线换算为

LPS 的效价浓度（EU 值），具体操作方法参照动态浊

度法内毒素检测鲎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进行。

1.3.3 组织 MPO 活性检测：称取每只小鼠肺组织

100 mg，剪碎组织块，按重量∶体积 1∶19 加入配制好

的匀浆介质制备成 5%的组织匀浆，不需要离心，具

体操作方法按照 MPO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4 TNF-琢、IL-1茁 的测定：采用 ELISA 方法测

定血浆、肺泡灌洗液（参照文献［12］方法提取）、肺匀

浆液中 TNF-琢、IL-1茁 的含量，具体按试剂盒要求

进行。用酶标仪在波长 450 nm 处测定两种细胞因子

的吸光度（A）值，应用 ELISA 分析软件计算其浓度。

1.3.5 肺组织病理学观察：取右肺中叶用 10%甲醛

溶液固定，常规石蜡切片，进行苏木素 - 伊红（HE）

染色，光镜下（×400）观察支气管黏膜及黏膜下肺组

织充血、水肿和炎性细胞浸润情况。

1.3.6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

肺组织 NF-资B 活性和 iNOS 蛋白表达：每组取等

量蛋白 20 g 进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待电泳结束

后转膜并分别加入相应兔抗小鼠 NF-资B（1∶200）、

iNOS 抗体（1∶1 000），二抗为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

山羊抗兔 IgG（1∶5 000），从电化学发光（ECL）试剂

盒中提取发光剂、曝光，蛋白条带用图像分析系统分

析［13］，测定两个条带的灰度值，以目的蛋白与相应内

参照 茁- 肌动蛋白（茁-actin）的灰度值比值作为目的

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1.3.7 ICAM-1 的表达：采用免疫组化法观察 KB 干

预前后肺组织中 ICAM-1 蛋白表达。

13.864 vs. 6.534±0.544，13.382±2.231 vs. 3.748±0.692，31.127±7.399 vs. 14.948±4.673）and IL-1茁（ng/L：
74.329±11.890 vs. 29.921±6.487，9.422±2.674 vs. 1.105±0.364，528.509±32.073 vs. 109.945±13.561）in
plasma，alveolar lavage fluid and lung tissue homogenates were obviously enhanced in LPS group （all P＜0.05）. With
KB intervention，the contents of TNF-琢 （20.331±7.789，7.145±1.202，15.966±2.946）and IL-1茁 （57.707±
8.098，2.212±0.878，426.154±11.270）were markedly reduced （plasma TNF-琢：F＝16.052，P＝0.002；IL-1茁：
F＝20.649，P＝0.000；lung tissue homogenates TNF-琢：F＝31.134，P＝0.001；IL-1茁：F＝22.792，P＝0.002；
alveolar lavage fluid TNF-琢：F＝10.013，P＝0.009；IL-1茁：F＝319.857，P＝0.000）. In addition，leukocyte
infiltration to the lung tissue was attenuated，and the expression of ICAM-1 was reduced by KB in histological
examination. Conclusion KB，as a neutralizer of LPS，can inhibit the release of inflammatory mediators，reduce the
pulmonary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protect the function of lung in septic m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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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均

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LPS 刺激 4 h 左右，小鼠开始出现脓

毒症的表现，即病态明显，活动减少，弓背蜷缩，对声

音等刺激反应减弱，进食饮水少，便稀，鼻腔、眼角可

见分泌物等。但用 KB 干预之后，小鼠上述表现相对

较轻。对照组小鼠表现正常。

2.2 肺组织病理学改变

2.2.1 大体肉眼观察：对照组肺组织表面光滑，呈现

浅粉红色，未见出血、水肿，无胸腔积液。LPS 组肺组

织呈暗红色，明显充血、水肿，个别小鼠胸腔内有少

量血性积液。KB 干预后肺组织充血、水肿情况有所

减轻。

2.2.2 光镜下观察（图 1）：对照组肺组织结构完整，

肺泡大小均匀，肺间隔未见增宽，肺间质未见出血、

水肿及炎性细胞浸润。LPS 组肺泡结构破坏，肺泡腔

变小，肺泡壁增厚，肺泡和肺间质水肿，肺泡腔内可

见淡红色浆液及大量炎性细胞浸润。KB 干预后肺

组织炎性细胞浸润、渗出等病理损伤程度较 LPS 组

有所减轻。

2.3 各组小鼠血浆 LPS 浓度比较（表 1）：LPS 组血

浆 LPS 浓度较对照组显著增加（P＜0.05）。KB 干预

后 LPS 浓度较 LPS 组明显降低（P＜0.05）。

2.4 各组小鼠肺组织 MPO 活性比较（表1）：对照组

肺组织 MPO 活性较低。注射 LPS 8 h 后肺组织 MPO

活性较对照组明显增高（P＜0.05）。KB 干预后肺组

织 MPO 活性较 LPS 组显著下降（P＜0.05）。

2.5 各组血浆、肺泡灌洗液、肺组织匀浆中 TNF-琢、

IL-1茁 浓度比较（表 2）：与对照组相比，LPS 组血浆、

肺泡灌洗液、肺组织匀浆中 TNF-琢、IL-1茁 的浓度

均显著增加（均 P＜0.05）。KB 干预后，血浆、肺泡灌

洗液、肺组织匀浆中 TNF-琢、IL-1茁 的浓度均较 LPS

组显著降低（均 P＜0.05）。

2.6 肺组织 NF-资B 活性和 iNOS 蛋白表达（图 2）：

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LPS 刺激后 8 h，肺组织

NF-资B 活性和 iNOS 蛋白表达均较对照组明显增高

（均 P＜0.05）。KB 干预后，肺组织 NF-资B 活性和

iNOS 蛋白表达较 LPS 组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5）。

2.7 肺组织 ICAM-1 免疫组化结果（图 3）：肺泡隔

毛细血管内皮细胞 ICAM-1 阳性表达呈深棕色颗粒

状。对照组肺泡隔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几乎没有或只

有轻度 ICAM-1 蛋白表达，呈浅棕色的细颗粒。LPS

组肺泡隔毛细血管内皮细胞 ICAM-1 蛋白表达明显

增多。KB 干预后肺泡隔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内

ICAM-1 蛋白表达较 LPS 组减少。

表
2 KB 对脓毒症小鼠血浆、肺泡灌洗液、肺组织匀浆中 TNF-琢、IL-1茁 浓度的影响（x±s）

注：KB 为苦柯胺 B，TNF-琢 为肿瘤坏死因子 -琢，IL-1茁 为白细胞介素 -1茁，LPS 为脂多糖；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 LPS 组比较，bP＜0.05

组别
动物数

（只）

肺匀浆（ng/L）

TNF-琢 IL-1茁 TNF-琢 IL-1茁 TNF-琢
对照组 8 6.534± 0.544 29.921± 6.487 3.748±0.692 1.105±0.364 14.948±4.673

LPS 组 10 47.325±13.864a 74.329±11.890a 13.382±2.231a 9.422±2.674a 31.127±7.399a

LPS + KB 组 10 20.331± 7.789b 57.707± 8.098b 7.145±1.202b 2.212±0.878b 15.966±2.946b

F 值 16.052 20.649 31.134 22.792 10.013
P 值 0.002 0.000 0.001 0.002 0.009

血浆（ng/L） 肺泡灌洗液（ng/L）

IL-1茁
109.945±13.561

528.509±32.073a

426.154±11.270b

319.857
0.000

2b 2c 2d

图 1 光镜下观察各组小鼠肺组织病理学改变 对照组（a）肺

组织结构完整，肺泡大小均匀，肺间隔未见增宽，肺间质未见出

血、水肿及炎性细胞浸润；脂多糖（LPS）刺激 8 h 时（b）肺泡结

构破坏，肺泡腔变小，肺泡壁增厚，肺泡和肺间质水肿，肺泡腔

内可见淡红色浆液及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苦柯胺 B（KB）组（c）

肺组织炎性细胞浸润、渗出等病理损伤程度较 LPS 组有所减

轻 HE 高倍放大

表
1 KB 对脓毒症小鼠血浆 LPS 浓度及肺组织

MPO 活性的影响（x±s）

注：KB 为苦柯胺 B，LPS 为脂多糖，MPO 为髓过氧化物酶；与对

照组比较，aP＜0.05；与 LPS 组比较，bP＜0.05

组别 动物数（只） LPS 浓度（kEU/L） MPO 活性（U/g）

对照组 8 31.390± 18.859 0.775±0.166

LPS 组 10 1 155.650±147.149a 1.177±0.093a

LPS + KB 组 10 624.461±149.012b 0.919±0.023b

F 值 60.153 10.144
P 值 0.000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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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脓毒症是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与机体

多器官病理生理改变密切相关［14-16］。LPS 是引起脓

毒症的重要致病因子之一［17-18］，在体内 LPS 主要与

Toll 样受体 4（TLR4）结合，激活细胞内信号转导通

路，诱导炎症介质的合成、释放，最终导致脓毒症发

展为 MODS［19-21］。肺脏是脓毒症时最早且最易受损

伤的靶器官［22］，虽然目前临床上应用药物治疗脓毒

症肺脏损伤有一定进展，但其效果均不明显；而应用

中医“三证三法”及“菌毒炎并治”治疗脓毒症肺损伤

有其优势［23］。

KB 作为一种从中药地骨皮中获得的生物碱类

成分，与 LPS 具有高亲和力，在体内外均能中和 LPS

并拮抗 LPS 的活性，从而抑制炎症反应［24］。本研究

结果表明，在 LPS 刺激后 8 h 小鼠血浆 LPS 浓度明

显增高；经 KB 干预后血浆 LPS 浓度明显降低，表明

KB 能够中和小鼠体内的 LPS。病理观察显示，LPS

组肺组织出现明显的病理损害，肺泡壁充血、水肿、

增厚、炎性细胞浸润以及完整性被破坏；KB 干预后，

肺泡壁充血、增厚情况以及炎性细胞渗出程度都有

所减轻，表明 KB 抑制了脓毒症小鼠肺脏的病理损

伤，对肺脏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MPO 是主要存在于多形核白细胞（PMN）中的

一种含铁溶酶体，其活性常被用以评估炎性组织中

PMN 浸润的程度［25］。本研究证实 LPS 组肺组织 MPO

活性明显升高，说明 PMN 浸润明显；应用 KB 干预

后 MPO 活性显著下降，表明 KB 抑制了脓毒症时肺

部 PMN 的浸润。

ICAM-1 是介导白细胞浸润的重要黏附分子，

脓毒症时血管内皮细胞表面 ICAM-1 高表达能导致

大量白细胞浸润，加重炎症反应。本研究证实，应用

KB 干预后脓毒症小鼠肺内血管内皮细胞表面

ICAM-1 表达显著减少，表明 KB 能降低 ICAM-1 表

达，从而减轻肺内白细胞浸润，这与脓毒症小鼠肺脏

组织学损伤被抑制的表现相一致。

TNF-琢、IL-1茁 是机体炎症反应早期重要的细

胞因子，脓毒症时 TNF-琢、IL-1茁 水平过度增高是

介导脓毒症时肺损伤的重要原因［26-27］。本实验显示，

LPS 组血浆、肺组织匀浆及肺泡灌洗液中 TNF-琢、

IL-1茁 浓度均明显升高；而应用 KB 干预后 TNF-琢、

IL-1茁 浓度则均显著下降，表明 KB 可能通过抑制

TNF-琢、IL-1茁 过多释放从而减轻肺脏的炎症反应。

正常生理情况下，NF-资B 与其抑制蛋白 I资B 结

合存在于胞质中，当受到 LPS 等刺激后，TLR4 信号

4b 4c 4d

图 3 光镜下观察各组小鼠肺组织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

的表达 ICAM-1 阳性表达呈棕色颗粒。对照组（a）肺泡隔毛细

血管内皮细胞几乎没有或只有轻度染色，呈浅棕色细颗粒；脂

多糖（LPS）刺激 8 h 时（b）肺泡隔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呈深棕色

颗粒状；苦柯胺 B（KB）干预后（c）肺泡隔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内

棕色颗粒减少 免疫组化 SP 法 高倍放大

注：NF-资B 为核转录因子 -资B，iNOS 为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LPS 为脂多糖，KB 为苦柯胺 B，

茁-actin 为 茁- 肌动蛋白；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 LPS 组比较，bP＜0.05

图 2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各组小鼠肺组织 NF-资B 活性和 iNOS 蛋白表达

1
��� MQT� MQT,LC�

��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

jO
P
T
�
�
�
�
�
�
�
�
�
�
�
�

1/4:3�1/1:8

1/761�1/23:

jOPT

.bdujo�

1/536�1/177

��� MQT� MQT,LC�

c

b

1
��� MQT� MQT,LC�

��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1/935�1/143

2/668�1/216

2/238�1/185

OG.!C�

.bdujo�

��� MQT� MQT,LC�
O
G
.
!C
�
�
�
�
�
�
�
�
�
�
�
�

�

c

b

496·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4 年 7 月第 26 卷第 7 期 Chin Crit Care Med，July 2014，Vol.26，No.7

通路被激活，NF-资B抑制蛋白（I资B）与 NF-资B 解离，

NF-资B 迅速移位到胞核，与基因上的 资B 位点特异

性结合，促进多种前炎症细胞因子（包括 TNF-琢、

IL-1茁）、ICAM-1、iNOS 等基因的转录和翻译［28］。在

脓毒症早期，由于 NF-资B 通路的异常活化，造成了

由炎性细胞和介质构成的炎症反应系统“瀑布式”级

联反应［29］，引起先天性免疫功能严重紊乱，进一步发

展导致脓毒性休克和 MODS。本实验结果显示，LPS

刺激后8 h 肺组织 NF-资B 明显活化，经 KB 干预后，

NF-资B 的活化被显著抑制，表明 KB 能够通过与血

液中 LPS 中和，降低 TLR4 受体的激活，从而抑制

NF-资B 通路的异常活化，减轻肺部的炎症反应。

有研究证实 iNOS 在脓毒症肺损伤时起重要作

用［30］，因此本研究对各组小鼠肺组织 iNOS 蛋白表

达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LPS 刺激后 iNOS 表达显

著增高，而 KB 干预后 iNOS 表达明显抑制，可能是

KB 通过抑制肺组织中 iNOS 的表达，从而缓解了脓

毒症时肺脏的炎症反应，降低了肺损伤，与 KB 抑制

脓毒症小鼠肺脏病理学损伤表现一致。

综上所述，KB 的生物学作用现在仅限于动物学

实验，其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与中和 LPS 有关，对

于临床治疗脓毒症研究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相关

的分子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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