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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橘皮苷对大鼠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治疗作用的机制。方法 将 60 只雄性 SD大鼠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SAP 模型组、地塞米松组（5 mg/kg）、低剂量橘皮苷组（10 mg/kg）和高剂量橘皮

苷组（20 mg/kg），每组 12 只。经胰管逆行注射 3.5% 牛磺胆酸钠建立 SAP 大鼠模型，假手术组注射生理盐水；

术后 5 min 经股静脉注射相应药物。术后 24 h 观察动物存活情况，测定血清淀粉酶水平、腹水量和胰腺相对比

重；苏木素 -伊红（HE）染色后镜下观察胰腺组织病理学改变；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和胰腺组

织白细胞介素（IL-1β、IL-6）和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水平；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

Toll 样受体 4（TLR4）表达以及白细胞介素 -1 受体相关激酶（IRAK1）、核转录因子 -κB（NF-κB）磷酸化水平。
结果 与 SAP 模型组比较，低、高剂量橘皮苷治疗后 24 h 动物存活率提高（83.3%、100% 比 58.3%），腹水量减

少（mL：7.36±0.91、6.10±1.02 比 13.82±2.06），血清淀粉酶水平降低（U/L：1 081.48±78.23、1 048.58±49.97
比 1 990.37±127.27），胰腺相对比重降低〔（7.52±1.02）%、（5.59±0.96）% 比（11.22±0.96）%〕，胰腺组织病
理损伤减轻；高剂量橘皮苷组血清和胰腺组织炎性因子水平明显降低〔血清 IL-1β（ng/L）：68.08±10.49 比
130.30±23.35，IL-6（ng/L）：63.88±10.47 比 158.41±21.38，TNF-α（ng/L）：10.42±1.49 比 18.16±2.01；胰腺
IL-1β（pg/μg）：13.87±1.84 比 20.08±1.66，IL-6（pg/μg）：21.90±3.12 比 38.13±3.57，TNF-α（pg/μg）：1.88± 
0.20 比 4.26±0.58〕；低、高剂量橘皮苷均可抑制 TLR4 表达及 IRAK1、NF-κB 磷酸化（以假手术组为 100， 
TLR4/β-actin：91.9±15.6、83.7±11.2 比 168.5±9.0，p-IRAK1/IRAK1：117.4±7.6、104.7±11.5 比 173.5±15.8， 
p-NF-κB p65/NF-κB p65：119.9±9.3、105.8±12.6 比 174.1±1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地塞米
松治疗 SAP 的作用与高剂量橘皮苷相当。结论 橘皮苷可降低 SAP 大鼠 24 h 死亡率，治疗 SAP 的机制可能

与抑制胰腺 TLR4/IRAK1/NF-κB 信号通路、减少炎性因子释放有关，高剂量橘皮苷（20 mg/kg）作用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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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hesperidin o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in 
rats and its related mechanism. Methods Sixty male Sprague-Dawley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n = 12 in each group): sham group, SAP model group, dexamethasone group (5 mg/kg), low and high dose of hesperidin 
groups (10 mg/kg and 20 mg/kg). SAP rats were administered a retrograde infusion of 3.5% sodium taurocholate solution 
into the biliopancreatic duct after laparotomy. Sham rats were administered with equivalent saline. The treatment 
was intravenously injected 5 minutes after operation through femoral vein. After 24 hours, the survival of animals 
was observed, the level of serum amylase, the volume of ascites and the relative specific gravity of the pancreas were 
measured;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pancreatic tissue were observed by Hematoxylin-eosin (HE) staining; the levels of 
serum and pancreatic tissue interleukin (IL-1β, IL-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were detec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expression of Toll-like receptor 4 (TLR4), the phosphorylation of IL-1 receptor 
associated kinase (IRAK1) and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Compared with 
SAP model group, the 24-hour survival rate were increased in low and high dose of hesperidin groups (83.3%, 100% vs. 
58.3%), the volume of ascites were reduced (mL: 7.36±0.91, 6.10±1.02 vs. 13.82±2.06), the levels of serum amylase 
were reduced (U/L: 1 081.48±78.23, 1 048.58±49.97 vs. 1 990.37±127.27), the relative specific gravity of the 
pancreas were reduced [(7.52±1.02)%, (5.59±0.96)% vs. (11.22±0.96)%], and the pathological damage of pancreatic 
tissue were reduced; the levels of serum and pancreatic tissue inflammatory factors were reduced in high dose hesperidin 
group [serum IL-1β (ng/L): 68.08±10.49 vs. 130.30±23.35, IL-6 (ng/L): 63.88±10.47 vs. 158.41±21.38, TNF-α 
(ng/L): 10.42±1.49 vs. 18.16±2.01; pancreas IL-1β (pg/μg): 13.87±1.84 vs. 20.08±1.66, IL-6 (pg/μg): 21.9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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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38.13±3.57, TNF-α (pg/μg): 1.88±0.20 vs. 4.26±0.58]; the expression of TLR4, and the phosphorylation levels 
of IRAK1 and NF-κB were decreased in low and high dose of hesperidin groups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was 100, 
TLR4/β-actin: 91.9±15.6, 83.7±11.2 vs. 168.5±9.0, p-IRAK1/IRAK1: 117.4±7.6, 104.7±11.5 vs. 173.5±15.8, 
p-NF-κB p65/NF-κB p65: 119.9±9.3, 105.8±12.6 vs. 174.1±13.0),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ll P < 0.05). The effects of dexamethasone were similar to that of high dose of hesperidin. Conclusions Hesperidin  
could significantly protect SAP rats, and this protection was related to the inhibition of TLR4/IRAK1/NF-κB signaling 
pathway, and to the reduction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expressions. The effect of high dose hesperidin (20 mg/kg) 
was more significant.

【Key words】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Hesperidin; Toll-like receptor 4; Phosphorylation of interleukin-1 
receptor associated kinase; Nuclear factor-κB; Cytok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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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具有并发症多、病死率

高的特点，其发病机制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如胰酶

的活性、炎性因子、微循环障碍和细胞凋亡因子的

释放等。一般来说，当胰腺内消化酶异常活化时会

发生 SAP。SAP 发作时，胰蛋白酶接触到溶酶体酶

而激活胰蛋白酶，活化的胰蛋白酶进一步导致胰蛋

白酶原的其他分子活化，这些消化酶的活化最终诱

导分泌大量的炎性因子，从而导致炎症、水肿、血管

损伤，甚至细胞死亡，诱发全身病理生理的改变［1］。

大量研究证明，SAP 受损的胰腺组织作为抗原或炎

症刺激物，激活并释放出大量的炎性介质，造成细胞

因子和肿瘤坏死因子（TNF）水平居高不下，极有可

能使 SAP 引起诸如肺损伤、肝损伤等多种并发症，

导致多系统器官衰竭［2］。

 橘皮苷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柑橘类水果中的类

黄酮物质，具有双氢黄酮氧苷结构。大量实验研究

表明橘皮苷具有良好的抗炎作用［3-6］。因此本实验

中通过建立大鼠 SAP 模型，观察不同剂量橘皮苷

对 SAP 的治疗作用，并探讨炎性因子在橘皮苷治疗

SAP 过程中的变化及可能机制，为药物治疗提供理

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药品及试剂：橘皮苷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批号：110721-200613），牛黄胆酸钠和地

塞米松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白细胞介素（IL-1β、

IL-6）和 TNF-α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试剂盒购自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考马

斯亮蓝（Bradford）法蛋白检测试剂盒购自南京建

成生物工程研究所；Toll 样受体 4（TLR4）一抗、白

细胞介素 -1 受体相关激酶（IRAK1）一抗、核转录

因子 κB p65（NF-κB p65）一抗、磷酸化 NF-κB p65
（p-NF-κB p65）一抗、β- 肌动蛋白（β-actin）一
抗购自美国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公司，磷酸化

IRAK1（p-IRAK1）一抗购自美国 Sigma 公司。

1.2 实验动物及分组：SPF 级雄性 SD 大鼠，体重
（260±10）g，购自上海斯莱克动物中心，动物许可证
号：SCXK（沪）2012-0005。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

手术组、SAP 模型组、地塞米松组（5 mg/kg）、低剂量

橘皮苷组（10 mg/kg）和高剂量橘皮苷组（20 mg/kg），

每组 12 只。

1.3 SAP 模型建立：根据 Cen 等［7］的方法，并加以
改进制备 SAP动物模型。大鼠于术前 12 h 禁食、自

由饮水。吸入式异氟醚麻醉并固定，经上腹正中切

口入腹，提起十二指肠以小号血管夹分别夹住十二

指肠段和肝门部胰胆管，用 4.5 号针头穿刺胰胆管，

使用微量注射泵以 0.3 mL/min 的速度注射 3.5% 牛

磺胆酸钠 35 mg/kg，留针 5 min 后拔除针头，移去血

管夹；观察鼠胰腺组织出现明显水肿、出血后，缝合

关腹。假手术组开腹后仅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术后

5 min，各组经股静脉相应注射 10 mg/kg 或 20 mg/kg

橘皮苷、5 mg/kg 地塞米松或生理盐水。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术后 24 h 内密切关注大鼠
存活情况；术后 24 h 再次麻醉动物，经原腹部切口

入腹，记录腹水量；取心脏血后离心分离血清，同时

取胰腺组织备检。

1.4.1 血清淀粉酶测定：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
血清淀粉酶水平。

1.4.2 胰腺相对比重：以 24 h 动物体重为标准，根
据公式计算胰腺相对比重。胰腺相对比重＝胰腺重

量 / 体重×100%。
1.4.3 胰腺组织病理学观察：大体观察胰腺组织并
称重后，取十二指肠区域胰腺组织，用 10% 甲醛溶

液固定，经脱水、透明与浸蜡、包埋、切片、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后，光镜下观察组织病理学改变。

1.4.4 血清和胰腺组织炎性因子测定：按照 ELISA
试剂盒说明书步骤，检测血清和胰腺组织 IL-1β、

IL-6 和 TNF-α水平，在酶标仪 450 nm 处测定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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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A）值，以标准曲线将 A值换算成浓度值。
1.4.5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测定相
关蛋白表达：取胰腺组织，加入 1 mL RIPA 裂解液，

冰浴下超声破碎，匀浆液 4 ℃离心 15 min，取上清

液，根据 Bradford 法测定蛋白浓度。取 20 μg 蛋白
样品进行凝胶电泳分离后，转移至聚偏二氟乙烯

（PVDF）膜上，室温封闭 1 h，加入一抗（β-actin 为

1∶5 000，其他抗体为 1∶1 000）4 ℃孵育过夜。用

含吐温 20 的磷酸盐缓冲液（PBST）洗膜后，加入辣

根过氧化物酶（HRP）标记的二抗，室温孵育 1 h，滴

加增强化学发光显色液后于化学发光成像仪中曝光

显影，计算各条带的灰度值，以目的条带与内参条带

的灰度值比值表示（以假手术组为 100）。

1.5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13.0 软件分析数据，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误（x±sx）表示，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再结合 Dunnett-t法进行事后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胰腺组织病理学改变（图 1）：假手术组胰腺组
织结构正常。SAP 模型组胰腺组织结构破坏，叶间

隔、小叶间隔显著增宽，腺泡细胞明显肿胀，局部可

见出血，大量炎性细胞浸润。橘皮苷组小叶间略微

充血、水肿，但无明显出血坏死灶，有少量炎性细胞

浸润，其中高剂量橘皮苷组为点状出血，损伤轻于低

剂量橘皮苷组。地塞米松组胰腺

结构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有少量

炎性细胞浸润，无出血现象。

2.2 各组动物 24 h 存活率、腹水
量、血清淀粉酶和胰腺相对比重

（表 1）：与假手术组比较，SAP 模

型组大鼠 24 h 存活率显著降低，

腹水量、血清淀粉酶含量和胰腺相

对比重显著增加（均 P＜0.05）。与
SAP 模型组比较，低剂量橘皮苷组

大鼠 24 h 存活率有所改善，高剂量橘皮苷组和地塞

米松组大鼠则全部存活；此外，3个干预组腹水量、

血清淀粉含量和胰腺相对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均 P＜0.05），其中高剂量橘皮苷组较低剂量橘皮苷
组有所降低，且与地塞米松组相当。

2.3 血清炎性因子水平（表 2）：与假手术组比较，
SAP 模型组血清 IL-1β、IL-6、TNF-α 均显著升

高（均 P＜0.01）。与 SAP 模型组比较，低剂量橘皮
苷组仅血清 IL-6 显著降低，高剂量橘皮苷组和地

塞米松组血清 IL-1β、IL-6、TNF-α 均明显降低 

（均 P＜0.05）。
2.4 胰腺组织炎性因子水平（表 2）：与假手术组比
较，SAP 模型组胰腺组织 IL-1β、IL-6、TNF-α均

显著升高（均 P＜0.01）。与 SAP 模型组比较，低剂
量橘皮苷组胰腺组织 IL-6、TNF-α显著下降，高剂

量橘皮苷组和地塞米松组胰腺组织 IL-1β、IL-6、

TNF-α均显著下降（均 P＜0.05）。
2.5 胰腺组织 TLR4/IRAK1/NF-κB 通路蛋白表
达（图 2；表 3）：与假手术组比较，SAP 模型组胰

腺组织 TLR4 表达和 RAK1、NF-κB 的磷酸化水平
均显著升高（均 P＜0.01）。与 SAP 模型组比较，不
同剂量橘皮苷组和地塞米松组均可以显著降低胰

腺组织 TLR4 表达和 IRAK1、NF-κB 的磷酸化水平 
（均 P＜0.01）。

1A 1B 1C 1D 1E

图 1 光镜观察下各组大鼠胰腺组织病理学改变 假手术组（A）胰腺细胞形态完整规则，腺泡结构正常，排列紧密；重症急性胰腺炎
（SAP）模型组（B）胰腺组织明显坏死并伴随大量出血，细胞间隔扩张，炎性细胞大量浸润；低剂量橘皮苷组（C）胰腺组织轻微出血、
少量炎性细胞浸润；高剂量橘皮苷组（D）胰腺腺泡细胞轻度肿胀，点状出血，少量炎性细胞浸润；地塞米松组（E）胰腺腺泡细胞轻度
肿胀，少量炎性细胞浸润 HE染色 低倍放大

表 1 不同剂量橘皮苷对 SAP大鼠 24 h存活率、
腹水量、血清淀粉酶和胰腺相对比重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

（只）

24 h 存活率

（%）

腹水量

（mL，x±sx）
血清淀粉酶

（U/L，x±sx）
胰腺相对比重

（%，x±sx）
假手术组 12 100.0   0.47±0.09    802.72±  49.32   4.07±0.40
SAP 模型组 12   58.3 a 13.82±2.06 b 1 990.37±127.27 b 11.22±0.96 b

低剂量橘皮苷组 12   83.3   7.36±0.91 d 1 081.48±  78.23 d   7.52±1.02 c

高剂量橘皮苷组 12 100.0 c   6.10±1.02 d 1 048.58±  49.97 d   5.59±0.96 d

地塞米松组 12 100.0 c   5.84±0.74 d    941.13±102.62 d   5.30±0.66 d

注：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5，bP＜0.01；与 SAP 模型组比较，
cP＜0.05， d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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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急性胰腺炎动物模型相比，直接胰管逆行穿

刺注射牛磺胆酸钠诱导的 SAP 模型被认为与人类

SAP 的诱发时间和病理机制相同，因此被广泛用于

筛选 SAP 的治疗药物［8］。

 SAP 主要的危险期在前 24 h，绝大多数病例于

发病后 24 h 内死亡，因此，如果通过药物提高 24 h

存活率，对 SAP 的治疗有较大意义。本研究显示，

橘皮苷能显著增加 SAP 大鼠 24 h 存活率。虽然低

剂量橘皮苷组有 2只动物死亡，但高剂量橘皮苷可

使 SAP 大鼠在 24 h 内全部存活。提示橘皮苷治疗

SAP 具有较好的前景。

 本研究表明，诱导 SAP 发生后，动物胰腺组织

出现出血、水肿，腹水量急剧增加。通常腹水异常

增加是其他重大疾病的征象，这与 SAP 动物易发生

肺、肝等组织损伤相一致［9］。本实验光镜下观察发

现 SAP 动物胰腺组织结构模糊、小叶间水肿、出血

明显、大量炎性细胞浸润；橘皮苷治疗后基本可使

胰腺组织结构恢复正常。此外，血清淀粉酶是临床

上最常用于诊断 SAP 的指标［10］。SAP 时，患者胰

淀粉酶溢出胰腺外，迅速吸收入血，故血淀粉酶大为

增加。本研究显示，静脉注射橘皮苷可以明显降低

SAP大鼠腹水量、血清淀粉酶含量及胰腺相对比重，

表明橘皮苷具有维持胰腺组织正常功能的作用，可

阻止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IL-1β、IL-6、TNF-α等炎性因子是炎症反应

过程中出现最早、最重要的炎性介质，被认为参与

众多急性损伤性疾病的病理机制［11］。目前普遍认

为，SAP 发生时可导致腺泡细胞损伤，引发释放大

量的活性胰酶和激活单核 / 巨噬细胞，激发炎性因

子大量释放，导致胰腺坏死性炎症和微循环障碍，

继而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致使多器官

损伤和衰竭［12］。目前临床常用的紫芍承气汤、血

必净、茵陈蒿汤等均可以通过影响炎性因子的作用

而发挥治疗效果［13-15］。研究表明，使用橘皮苷治

表 3 不同剂量橘皮苷对 SAP大鼠胰腺组织 TLR4/
IRAK1/NF-κB通路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x±sx）

组别
动物数

（只）

TLR4/

β-actin

p-IRAK1/

IRAK1

p-NF-κB p65/
NF-κB p65

假手术组 5 100.0±10.4 100.0±  8.5 100.0±11.9
SAP 模型组 5 168.5±  9.0 a 173.5±15.8 a 174.1±13.0 a

低剂量橘皮苷组 5   91.9±15.6 b 117.4±  7.6 b 119.9±  9.3 b

高剂量橘皮苷组 5   83.7±11.2 b 104.7±11.5 b 105.8±12.6 b

地塞米松组 5   82.8±13.8 b 115.6±  9.4 b   86.1±  6.6 b

注：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TLR 为 Toll 样受体 4，IRAK1 为

白细胞介素 -1 受体相关激酶，NF-κB 为核转录因子 -κB，β-actin
为β-肌动蛋白，p-IRAK1 为磷酸化 IRAK1，p-NF-κB p65 为磷酸
化 NF-κB p65；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1；与 SAP 模型组比较，
bP＜0.01

TLR4

1 2 3 4 5

100 000

相对分
子质量

45 000

78 000

78 000

65 000

65 000

O- ictin

P - IRAK1

IRAK1

P - NF-kB P65

NF -kB P65

1 为假手术组，2为重症胰腺炎（SAP）模型组，3为低剂量 
橘皮苷组，4为高剂量橘皮苷组，5为地塞米松组；TLR4 为 
Toll 样受体 4，IRAK1 为白细胞介素 -1 受体相关激酶，NF-κB
为核转录因子 -κB，β-actin 为β-肌动蛋白，p-IRAK1 为 
磷酸化 IRAK1， p-NF-κB p65 为磷酸化 NF-κB p65

图 2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各组大鼠
胰腺组织 TLR4/IRAK1/NF-κB 通路相关蛋白表达

3 讨 论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对 SAP 的病理生理学有

了较为深入的理解，但是用于治疗 SAP 的药物却屈

指可数，而且这些药物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并不能完

全发挥疗效。

 橘皮苷是一种具有良好抗炎活性的天然黄酮类

物质，可以治疗由炎症导致的肝损伤［3］、肺损伤［4］

及肾损伤［5］。考虑到 SAP 由炎症诱发的病理学机

制，本研究观察了橘皮苷对 SAP 大鼠的保护作用。

表 2 不同剂量橘皮苷对 SAP大鼠血清和胰腺组织中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x±sx）

组别
动物数

（只）

血清（ng/L） 胰腺组织（pg/μg）

IL-1β IL-6 TNF-α IL-1β IL-6 TNF-α

假手术组 12   36.72±  4.62   76.70±10.69   7.73±1.06 10.53±1.74 15.38±2.22 1.17±0.11
SAP 模型组 12 130.30±23.35 a 158.41±21.38 a 18.16±2.01 a 20.08±1.66 a 38.13±3.57 a 4.26±0.58 a

低剂量橘皮苷组 12   88.12±12.08   72.58±  9.33 c 12.58±2.80 14.58±1.84 26.29±3.31 b 2.31±0.22 c

高剂量橘皮苷组 12   68.08±10.49 b   63.88±10.47 c 10.42±1.49 b 13.87±1.84 b 21.90±3.12 c 1.88±0.20 c

地塞米松组 12   64.63±  9.42 c   68.35±10.06 c   9.33±1.48 c 12.33±1.67 c 22.15±3.24 c 1.51±0.17 c

注：SAP 为重症急性胰腺炎，IL-1β、IL-6 为白细胞介素 -1β、-6，TNF-α为肿瘤坏死因子 -α；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1；与 SAP 
模型组比较，bP＜0.05，c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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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由脂多糖导致的肝、肺和肾损伤均具有较好的效

果，且其作用与橘皮苷的抗炎作用相关，即显著降低

血清和受损组织炎性因子的表达及释放［3-5］。本研

究结果显示，不同剂量橘皮苷组血清和胰腺组织中 

IL-1β、IL-6 和 TNF-α水平显著下降，与研究报道

一致。

 TLR4 被认为是参与炎症反应的重要受体之一。

与其配体结合后，TLR4 能够招募下游的信号分子

如 IRAK1，进而激活多种转录因子的磷酸化（包括

NF-κB 分子），磷酸化的转录因子最终促进炎性因子
释放。李璐璐等［16］发现，TLR4/NF-κB 信号通路活
化参与胰腺炎的发生；Ding 等［17］也发现，TLR4 与

IRAK 分子结合可激活下游信号通路。本研究结果

显示，SAP 大鼠胰腺组织 TLR4 表达升高，IRAK1 和

NF-κB 的磷酸化水平增加，经橘皮苷治疗后可抑制
TLR4/IRAK1/NF-κB 信号通路。
 综上，本研究表明，橘皮苷可提高 SAP 大鼠 

24 h 存活率，同时减轻炎症反应，减少炎性因子的产

生、活化和释放，这种作用可能与抑制 TLR4/IRAK1/

NF-κB 信号通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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