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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姜黄素对脓毒症大鼠肝细胞线粒体膜
通透性转换的作用机制研究

陶珮 尹海燕 马永辉

【摘要】 目的 研究线粒体膜通透性转换（MPT）与肝细胞凋亡及线粒体损伤之间的关系，初步探讨姜黄

素对 MPT 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方法 将 15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脓毒症组及

姜黄素组，每组 5 只。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术（CLP）制备脓毒症大鼠模型；假手术组仅开腹翻动盲肠，不进行结

扎、穿孔。姜黄素组术前以 100 mg·kg-1·d-1 姜黄素溶于生理盐水至 10 mL/kg，连续灌胃 7 d，其余组灌胃等量生

理盐水。术后 12 h 取肝组织，透射电镜下观察肝细胞线粒体形态学改变；采用钙离子荧光探针 Fluo-3/AM 检测

细胞内游离 Ca2＋浓度；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活化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

（caspase-3）和 B 细胞淋巴瘤 -2 基因（Bcl-2）及其相关 X 蛋白（Bax）的蛋白表达；采用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

（RT-PCR）检测肝细胞活化 caspase-3、Bcl-2、Bax 的 mRNA 表达。结果 透射电镜下观察假手术组细胞膜完

整，胞质均匀，线粒体正常、清晰；脓毒症组肝细胞线粒体明显肿胀，内膜嵴断裂或消失，双层膜结构消失；姜黄

素组线粒体轻度肿胀，少数细胞出现线粒体肿胀，双侧膜结构不清。假手术组、姜黄素组、脓毒症组荧光强度指

数依次增高，分别为 417.33±15.88、772.95±42.37、1 560.84±160.78（F＝184.149，P＝0.000）。脓毒症组活化

caspase-3 和 Bax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最高，姜黄素组次之，假手术组最低〔活化 caspase-3 蛋白（灰度值）：

1.698±0.061、0.694±0.045、0.246±0.027，F＝1 289.667，P＝0.000；活化 caspase-3 mRNA（2-驻驻Ct）：1.031±

0.135、0.578±0.144、0.183±0.036，F＝66.958，P＝0.000；Bax 蛋白（灰度值）：1.826±0.126、1.254±0.140、

0.623±0.901，F＝94.536，P＝0.000；Bax mRNA（2-驻驻Ct）：2.774±0.338、1.661±0.226、0.656±0.114，F＝124.710，

P＝0.000〕，且各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而假手术组、脓毒症组、姜黄素组 Bcl-2 的蛋

白及 mRNA 表达依次升高〔Bcl-2 蛋白（灰度值）：0.716±0.091、1.328±0.147、1.656±0.104，F＝84.918，P＝

0.000；Bcl-2 mRNA（2-驻驻Ct）：0.617±0.118、1.393±0.096、1.650±0.167，F＝83.846，P＝0.000〕。脓毒症组

Bcl-2/Bax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最低，假手术组次之，姜黄素组最高〔Bcl-2/Bax 蛋白（灰度值）：0.726±0.055、

1.150±0.043、1.333±0.163，F＝46.265，P＝0.000；Bcl-2/Bax mRNA（2-驻驻Ct）：0.505±0.041、0.944±0.097、

1.006±0.168，F＝12.211，P＝0.001〕。结论 MPT 可导致线粒体功能损伤，并进一步引起肝细胞凋亡；姜黄素通

过降低细胞内 Ca2＋浓度、促进抗凋亡基因 Bcl-2 表达以及抑制 caspase-3 活化和 Bax 基因表达，从而发挥调节

MPT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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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MPT）on hepatocyte
apoptosis and mitochondrial damage，and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urcumin on MPT and the related mechanisms in
septic rat. Methods Fifteen healthy male Sprague-Dawley （SD）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sham
group，sepsis group and curcumin group，with 5 rats in each group. Septic rat model was reproduced by cecal ligation
and puncture （CLP）. The rats in sham group were flipped the cecum without perforation and ligation. The rats in the
curcumi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urcumin 100 mg·kg-1·d-1（dissolved in saline to 10 mL/kg）by oral gavage for 7 days，
while the other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normal saline. Tissue samples were harvested in each group at 12 hours after
operation.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hepatic mitochondria were observed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y，concentration of free
calcium was examined with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e. After Fluo-3/AM staining，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of active caspase-3，Bcl-2 and Bax were examined by Western Blot and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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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是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IRS），是严重感染、烧伤、创伤、休克和大手术后的

常见并发症，进一步发展可能导致脓毒性休克、多器

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等［1-3］。肝脏作为全身的

代谢和解毒器官，肝功能不全常被视作出现 MODS

的标志之一，但目前对脓毒症肝损伤的发生机制尚

不完全清楚，临床对其也无确定的诊断标准［4］。脓毒

症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细胞的病理性缺氧，组织器

官中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发生障碍就会造成氧利用障

碍［5］，因此，线粒体不仅是利用细胞氧提供能量的细

胞器［6］，更在细胞凋亡及 MODS 发生发展过程中起

着关键作用［7］。线粒体损伤与线粒体膜通透性转换

（MPT）有密切关系，如何保持线粒体膜的稳定性对

于维持线粒体功能起着决定性作用。

中医中药一直是我国巨大的资源宝库，有研究

表明，从来自天然的先导化合物中很有希望得到治

疗疑难病症的新药［8］，其中血必净注射液和参附注

射液等在脓毒症治疗中的作用已得到普遍认同［9-10］。

中药姜黄素具有抗炎、抗氧化、清除氧自由基的作

用［11-12］，对于脓毒症发生发展过程中各器官功能的

保护作用已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13］。本研究通过分

析 MPT 与肝细胞凋亡及线粒体损伤之间的关系，初

步探讨姜黄素对 MPT 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和主要试剂：15 只健康雄性 SD 大

鼠，体质量 250～350 g，由中山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

供，动物合格证号：SCXK（粤）2013-0022。姜黄素（美

国 Sigma 公司）；钙离子荧光探针 Fluo -3/AM、TRIzol

试剂（美国 Invitrogen 公司），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

酸蛋白酶 3（caspase-3）抗体、B 淋巴细胞瘤 -2 基因

（Bcl-2）抗体、Bcl-2 相关 X 蛋白（Bax）抗体（美国

CST 公司），活化辣根过氧化物酶（HRP）标记的羊抗

鼠、羊抗兔抗体试剂盒（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RT-PCR）试剂（德国

Qiagen 公司）。

1.2 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动物

分为假手术组、脓毒症组及姜黄素组，每组 5 只。采

用盲肠结扎穿孔术（CLP）制备脓毒症大鼠模型 ［14］。

大鼠制模过程中皮下注射 100 mL/kg 生理盐水以预

防脱水及脓毒性休克；制模完成后立即皮下注射

50 mL/kg 林格液抗休克；实验期间大鼠禁食、不禁

水。假手术组仅开腹取出盲肠翻动后还纳腹腔，不进

行结扎和穿孔，其余步骤与脓毒症组相同。姜黄素组

术前以 100 mg·kg-1·d-1 姜黄素溶于生理盐水中稀释

至 10 mL/kg 灌胃，连续 7 d；脓毒症组和假手术组术

前则灌胃等量生理盐水。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术后 12 h 在 2%戊巴比妥钠

腹腔麻醉下开腹，取肝组织，部分样本 -70 ℃保存。

1.3.1 线粒体形态学观察：取肝组织标本，用 2.5%

戊二醛固定，再经环氧树脂包埋，切片后以醋酸铀 -

枸橼酸铅双重染色制成超薄切片，在透射电镜下观

察并照相。

1.3.2 细胞内 Ca2＋浓度测定：肝组织经磷酸盐缓

冲液（PBS）漂洗后加入 20 滋mol/L 钙离子荧光探针

chain reaction （RT-PCR）. Results Under the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intact cell membrane，adqulis
cytoplasm，and normal and clear mitochondrion was found in the sham group. Mitochondria in sepsis group swelled
obviously with mitochondrial cristae broken or disappearance，unclear bilateral membrane structure，while the curcumin
group showed much less pathological changes，with few mitochondria swell，and smear bilateral membrane structure.
The fluorescence intensity index of sham group，sepsis group and curcumin group was raised successively （417.33±
15.88，772.95±42.37，1 560.84±160.78，respectively，F＝184.149，P＝0.000）. The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of active caspase-3 and Bax had the highest level in sepsis group，followed by the curcumin group，and that in the sham
group was the lowest〔active caspase-3 protein（gray scale）：1.698±0.061，0.694±0.045，0.246±0.027，F＝
1 289.667，P＝0.000；active caspase-3 mRNA （2-驻驻Ct）：1.031±0.135，0.578±0.144，0.183±0.036，F＝66.958，
P＝0.000；Bax protein （gray scale）：1.826±0.126，1.254±0.140，0.623±0.901，F＝94.536，P＝0.000；Bax
mRNA （2-驻驻Ct）：2.774±0.338，1.661±0.226，0.656±0.114，F＝124.710，P＝0.000〕，all of these value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 （all P＜0.01）. While Bcl-2 protein and mRNA had the highest level in
curcumin group and lowest level in the sham group 〔Bcl-2 protein （gray scale）：0.716±0.091，1.328±0.147，
1.656±0.104，F＝84.918，P＝0.000；Bcl-2 mRNA （2-驻驻Ct）：0.617±0.118，1.393±0.096，1.650±0.167，F＝
83.846，P＝0.000〕. The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s of Bcl-2/Bax ratio were lowest in sepsis group，then sham
group，and highest in curcumin group〔Bcl-2/Bax protein（gray scale）：0.726±0.055，1.150±0.043，1.333±0.163，
F＝46.265，P＝0.000；Bcl-2/Bax mRNA （2-驻驻Ct）：0.505±0.041，0.944±0.097，1.006±0.168，F＝12.211，P＝
0.001〕. Conclusions MPT can lead to mitochondrial dysfunction and further cause hepatocyte apoptosis. Mechanism of
effect of curcumin on MPT may be related to reduction of intracellular calcium concentration，promotion of anti-apoptotic
Bcl-2 gene expression，inhibition of caspase-3 activation and Bax gene.

【

Key words

】 Sepsis； Hepatocyte； Curcumin； Mitochondrial permeability transition； Caspase-3；
Bcl-2； B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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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3 /AM，于 37℃细胞培养箱孵育 30 min，漂洗后

在 ACAS570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上用检测器 I

（激发波长 488 nm，最适发射光波长 530 nm）检测，

以反映胞质游离 Ca2＋的 Fluo-3/AM 荧光变化。

1.3.3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活

化 caspase-3、Bcl-2、Bax 的蛋白表达：按试剂盒说

明书步骤操作，提取组织总蛋白，BCA 法定量检测

蛋白浓度，分别配置为 5%浓缩胶和 12%浓度分离

胶，加样后进行电泳、转膜后封闭，将聚偏二氟乙烯

（PVDF）膜分别加入 caspase-3、Bcl-2 和 Bax 抗体

一抗（1∶1 000 稀释）孵育，再加入 HRP 标记的羊抗

鼠、羊抗兔二抗（1∶5 000 稀释）孵育。最终胶片于扫

描仪上扫描获取图像，用 Bio-Rad 分析软件计算条

带的灰度值，以目的蛋白与内参照 茁- 肌动蛋白

（茁-actin）的灰度值比值代表样本的蛋白表达量。每

个实验重复 3 次，取平均值。

1.3.4 RT-PCR检测 caspase-3、Bcl-2、Bax的 mRNA

表达：提取肝细胞总 RNA，逆转录为 cDNA；基因核

苷酸序列在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数

据库中查询，采用 PCR 设计和评估软件 Primer 3.0

设计实时 PCR 引物，引物序列经 NCBI nBlast 进行

比对无非特异性扩增。引物序列：caspase-3 上游

5'-GGACCTGTGGACCTGAAAAA-3'，下游 5'-GGCT

GGTTCCACTAGGCTTT-3'；Bcl-2 上游 5'-CGACTTT

GCAGATGTCCA，下游 5'-ATGCCGGTTCAGGTACTC

AG-3'；Bax上游5'-CTGCAGAGGATGATTGCTGA-3'，

下游 5'-GATCAGCTCGGGCACTTTAG-3'。取样本

总 cDNA 2 滋L、上下游引物各 1 滋L，按照试剂盒说

明书配制相应反应参数的反应体系。PCR 扩增条

件：95 ℃预变性 10 min；95 ℃变性 10 s，60 ℃退火

20 s，72 ℃ 延伸 30 s，共 44 个循环；最后 72 ℃延伸

5 min。运用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分析，采用 2-ΔΔCt 法计

算，得到相对值。

1.4 统计学处理：所有数据应用 SPSS 13.0 软件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各组

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透射电镜下观察线粒体形态学改变（图 1）：假

手术组细胞膜完整，胞质均匀，线粒体嵴正常、清晰，

未见核裂解和核固缩。脓毒症组细胞水肿明显，胞核

裂解，核内染色质异常增多，多数细胞出现线粒体肿

胀，呈空泡样，内膜嵴断裂或消失，双层膜结构不清。

姜黄素组细胞及线粒体轻度肿胀，少数细胞出现核

皱缩，线粒体内膜嵴断裂、消失，双层膜结构不清。

2.2 细胞内 Ca2＋浓度（图 2）：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

各组大鼠肝细胞内荧光强度，以脓毒症组荧光最强，

假手术组荧光最弱；对其荧光强度进行定量分析发

现，假手术组、姜黄素组、脓毒症组荧光强度指数

依次增高，分别为 417.33±15.88、772.95±42.37、

1 560.84±160.78，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84.149，P＝0.000），说明姜黄素可降低细胞内

Ca2＋ 浓度。

图 2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各组大鼠制模后 12 h 肝细胞

内游离 Ca2＋的荧光强度 假手术组（a）荧光最弱；脓毒症组（b）

荧光强度较假手术组明显增加；姜黄素组（c）荧光强度则较脓

毒症组明显减弱 钙离子荧光探针 Fluo-3 /AM 低倍放大

2.3 肝组织活化 caspase-3、Bcl-2 和 Bax 的蛋白表

达（图 3；表 1）：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显示，假手术

组各蛋白条带亮度明显低于脓毒症组和姜黄素组；

脓毒症组活化 caspase-3 和 Bax 蛋白条带亮度最高，

姜黄素组 Bcl-2 蛋白条带亮度最高。灰度扫描分析

显示，脓毒症组活化 caspase-3 和 Bax 的蛋白表达最

高，姜黄素组次之，假手术组最低，各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均 P＜0.01）；而姜黄素组 Bcl-2 蛋白表达

最高，脓毒症组次之，假手术组最低，各组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1）；脓毒症组 Bcl-2/Bax 比值

较姜黄素组和假手术组显著下降（均 P＜0.01）。

3b 3c 3d

611!�n 611!�n 611!�n2b 2c 2d

图 1 透射电镜下观察各组大鼠制模后 12 h 肝细胞线粒体形

态学改变 假手术组（a）线粒体嵴正常、清晰，未见核裂解和核

固缩；脓毒症组（b）线粒体肿胀呈空泡样，内膜嵴断裂或消失，

双层膜结构不清；姜黄素组（c）线粒体轻度肿胀，部分细胞出现

内膜嵴断裂、消失，双层膜结构不清 醋酸铀 - 枸橼酸铅双染

×2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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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肝组织活化 caspase-3、Bcl-2 和 Bax 的 mRNA

表达（表 1）：RT-PCR 检测结果显示，与假手术组相

比，脓毒症组及姜黄素组活化 caspase-3、Bcl-2 和

Bax 的 mRNA 表达均明显升高（均 P＜0.01）；与脓毒

症比较，姜黄素组 Bcl-2 mRNA 表达明显升高，而活

化 caspase-3 和 Bax 的 mRNA 表达则显著降低（均

P＜0.01）；脓毒症组 Bcl-2 水平下降、Bax 水平升

高，导致 Bcl-2/Bax 比值较姜黄素组和假手术组显

著下降（均 P＜0.01）。

3 讨 论

线粒体是为细胞提供能量的细胞器，与很多疾

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而线粒体膜作为线粒体供

应能量的场所，保持其稳定性对于维持线粒体功能

起着决定性作用。线粒体膜是双层膜，外膜由膜整合

蛋白家族形成非特异性的孔道，对相对分子质量＜

5 000 的分子或离子具有较好的通透性；而内膜向内

折叠形成嵴，对于质子以及大多数分子、离子都不具

有通透性［15］，因此，线粒体内膜的物质必须经内膜上

的特异性载体完成转运［16］。内外膜通透性的差异造

成内膜两侧存在质子梯度，从而形成了线粒体膜电

位（ΔΨm）［17］。MPT 主要是指线粒体内膜的非特异

性通透性变大。线粒体膜通透性转换孔（MPTP）是线

粒体膜上的一种非特异孔道［18］，研究发现，其开放只

能允许分子质量＜1 500 的分子和离子通过［19］。正常

情况下 MPTP 间歇性开放，以维持线粒体膜电位和

Ca2＋平衡。当凋亡刺激因子作用时，MPTP 持续性开

放，引发持续且不可逆的 MPT［20］，这时线粒体内膜

两侧的质子梯度消失，线粒体膜电位降低，ATP 合成

受抑制［21］；同时一些离子浓度差消失，也破坏了线粒

体与胞质之间的 Na＋、K＋、Ca2＋等电解质的代谢。

MPTP 活性的调控分子主要分为抑制剂和激活剂两

大类［22-23］。研究发现，Ca2＋是激活 MPTP 开放最有效

的分子之一，抑制剂则主要是 CypD 和 ANT 的特异

性抑制分子等［24］。正常生理状态下，线粒体内 Ca2＋

极低，当浓度升高时可以激活线粒体膜上 MPTP 蛋

白的构象发生改变，进而引起 MPTP 开放［14］，造成线

粒体损伤，而过高浓度的 Ca2＋（200 滋mol/L）所导致

的线粒体损伤是不可逆的［25］。

本实验中我们先使用电镜观察肝细胞线粒体的

改变，可以看到脓毒症组线粒体肿胀明显，内膜嵴断

裂或消失，双层膜结构消失；而姜黄素组线粒体改变

程度明显减轻，说明姜黄素对线粒体有一定的保护

作用。在接下来的实验中，我们用 Fluo -3/AM 标记

技术测定胞内游离 Ca2＋的变化，发现脓毒症组肝细

胞内 Ca2＋浓度较假手术组明显升高；而用姜黄素治

疗后的肝细胞内 Ca2＋浓度明显降低，提示姜黄素可

以通过降低脓毒症肝细胞内的 Ca2＋浓度，抑制脓毒

症时的线粒体损伤。

Bcl-2 家族蛋白对于 MPTP 的调控也起着重要

的作用［26-27］。细胞收到死亡信号后，Bcl-2 家族成员

经一系列调节如磷酸化、裂解、蛋白质相互作用等，

由促凋亡亚族成员发生细胞内定位改变，与线粒体

膜结合时转变为二聚体或多聚体的活性分子［28］，或

与 MPTP 相互作用，在线粒体的外膜形成大的孔道，

引起细胞色素 C（Cyt C）的释放，从而导致细胞死亡。

Bcl-2 和 Bax 作为家族中的关键成员，Bax 已被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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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pase-3 为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Bcl-2 为 B 淋巴

细胞瘤-2 基因，Bax为 Bcl-2 相关X蛋白，茁-actin 为 茁- 肌动蛋白

图 3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检测各组大鼠肝组织

活化 caspase-3、Bcl-2 和 Bax 的表达

表
1 姜黄素对脓毒症大鼠肝组织活化 caspase-3、Bcl-2、Bax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的影响（x±s）

注：caspase-3 为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Bcl-2 为 B 淋巴细胞瘤 -2 基因，Bax 为 Bcl-2 相关 X 蛋白；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1；

与脓毒症组比较，bP＜0.01

组别
动物数

（只）

假手术组 5 0.246±0.027 0.716±0.091 0.623±0.901
脓毒症组 5 1.698±0.061a 1.328±0.147 1.826±0.126a

姜黄素组 5 0.694±0.045ab 1.656±0.104ab 1.254±0.140ab

F 值 1 289.667 84.918 94.536
P 值 0.000 0.000 0.000

1.150±0.043

0.726±0.055a

1.333±0.163ab

46.265

0.183±0.036

1.031±0.135a

0.578±0.144ab

66.958

0.617±0.118
1.393±0.096

1.650±0.167ab

83.846

0.656±0.114 0.944±0.097

2.774±0.338a 0.505±0.041a

1.661±0.226ab 1.006±0.168b

124.710 12.211

caspase-3 Bcl-2 Bax Bcl-2/Bax

mRNA 表达（2-驻驻Ct）

caspase-3 Bcl-2 Bax Bcl-2/Bax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蛋白表达（灰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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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MPTP 孔道组分有直接的相互作用，高表达 Bax

能够引起 MPTP 孔道的打开［29］；相反，Bcl-2 抗凋亡

蛋白等能够抑制 MPTP 孔道的开放［30］。Bax、Bcl-2

的表达和两者间的比值也决定了细胞的凋亡。

另外，也有实验证明，caspase 对 MPTP 的开放

也起着一定的作用［31］。caspase-3 是 caspase 级联反

应中重要的下游效应蛋白酶，通常以酶原的形式存

在，激活后通过酶解其特异性底物，不可逆转地触发

caspase 级联反应。在即将凋亡的细胞中，caspase-3

还可与线粒体形成线粒体—caspase—线粒体的正反

馈放大回路，从而放大凋亡信号 ［32］，更进一步导致

MPTP 孔道的持续不可逆开放，最终导致细胞凋亡。

本研究中，与脓毒症组相比，姜黄素组 caspase-3 和

Bax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均降低，Bcl-2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明显升高，Bcl-2/Bax 比值均明显升高，

说明姜黄素可以促进 Bcl-2 表达，抑制 caspase-3 和

Bax 的水平，从而达到保护线粒体膜、减少细胞凋亡

的作用。

综上所述，姜黄素对 MPT 的调节作用可能与降

低细胞内 Ca2＋浓度、促进抗凋亡基因 Bcl-2 的表达、

抑制 caspase-3 活化和 Bax 基因表达有关。随着对姜

黄素研究的更加深入，其在脓毒症治疗中所发挥的

作用及机制将会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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