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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青花素对大鼠急性肺损伤伴肾功能损害的拮抗作用 

陈向东，王占海，沈凌鸿，李建巍，王 献，乔志灏，张宏松，朱 容 

(同煤集团总医院普通外科，山西 大同 037003) 

【摘要】 目的：探讨原青花素(GSP)对脂多糖(LPS)诱导大鼠急性肺损伤(ALI)伴肾功能损害的保护作用 

及其分子机制。方法：采用尾静脉注射 LPS制备SD大鼠ALI模型；同时腹腔注射 GSP 5O mg／kg进行干预。给 

药后 6 h取静脉血，并制备肺、肾皮质组织匀浆；检测血中肌酐(SCr)、尿素氮(BUN)、乳酸(Lac)及一氧化氮 

(N0)含量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肺和肾组织肿瘤坏死因子一a(TNF—a)、白细胞介素一1p 

(II 一1口)、单核细胞趋化蛋白一1(MCP一1)及 IL一6水平。观察肺组织病理学变化、肺血管通透性变化及肺组织 

湿／干重(W／D)比值，检测肺和肾组织丙二醛(MDA)含量，Na 一K 一ATP酶、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 

肽过氧化物酶(GSH—Px)及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检测肺组织丝 

裂原活化蛋 白激酶(MAPKs)变化；用电泳迁移率实验(EMSA)检测肺组织核转录因子一 B(NF— B)的 DNA 

结合活性。结果：①I PS大鼠肺问质弥漫性出血，肺泡腔内可见大量粒细胞聚集、浸润，并可见弥漫性肺泡间隔 

增厚，GSP干预可明显减轻上述病理表现。②LPS大鼠肺组织 W／D和肺血管通透性显著增高(P<O．05或 

P<0．01)；而GSP干预可显著降低上述指标(P均<O．01)。⑧LPS组血清及肺组织 TNF—a、IL一1p、MCP一1 

和IL一6、MDA和MPO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Na+_K 一ATP酶，SOD及 GSH—Px活性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P<O．05或P<0．01)。LPS大鼠肺组织MAPKs磷酸化水平及 NF—KB的DNA结合活性也显著升高，GSP 

干预后上述指标明显减轻。结论：GSP通过阻断MAPKs的激活及抑制NF— B的DNA结合活性，降低肺组织 

的炎症反应，减轻肺组织的损害，对 LPS所致大鼠ALI伴肾功能损伤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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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grasp seed procyanidins(原青花素)on acute lung injury and renal function damage in rats CItEN 

Xiang—dong，WANG Zhan—hai，SHEN Ling—hong，LI Jian—wei．WANG Xian，QIAO Zhi—hao·ZHANG 

Hong—song．ZHL Rong．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the General Hospital of Tongmei Group，Datong 

037003，Shanxi，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rasp seed procyanidins(GSP，原 青花 素)on 

lipopolysaccharide(LPS)-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AI I)in rats with renal function damage and the related 

possible molecular mechanisms．Methods：The homogenates of lung and kidney were prepared and venous 

blood were collected at 6 hours after injection of LPS and medicine．The changes of contents of creatinine 

(Cr)，blood urea nitrogen (BUN)，lactic acid (Lac)and nitric oxide(NO)in the blood were measured．The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wa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a 

(TNF—a)，interleukin一1p(II 一1p)，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一1(MCP一1)and IL一6 in the 

serum ，lung and renal cortex tissue homogenate in various groups．The histopath0logical changes of lung 

tissues were observed．The pulmonary vascular permeability and the lung wet／dry(W／D)weight ratio were 

determined： the ma1ona1dehvde (MDA ) content． Na 一 K 一 ATPase，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myeloperoxidase (M PO)and glutathion peroxidase (GSH —Px)activities in lung and renal tissues were also 

determined．Changes of 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s)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and 

the combination activity of nuclear factor—KB (NF～KB)to DNA w3s detected by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shift 

assay(EMSA)in lung tissues．Results：①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rats in control group，the lungs of the 

rats in LPS treatment group and GSP group had significant hyperemia and spotted hemorrhage． The 

inflammatory granulocyte infiltration， diffuse alveolar septum thickening and spotted hemorrhage were 

observed in the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s，while in LPS plus GSP group the above mentioned 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milder．②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the lung W／D and pulmonary vascular permeability 

were much higher in the LPS treatment groups(P< O．05 or P< 0．01)，while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in 

the groups treated by GSP(all P<0．01)．③MPO activity and MDA content，the levels of TNF—a，II 一1p， 

MCP～1．IL一6 in the serum and lung tissue were higher，while activities of Na 一K 一ATPase，SOD，3s well 

as GSH —Px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in LPS treatment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O．05 o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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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Levels of phosphorylation in MAPKs and combination of NF —KB to DNA activity were elevated 

markedly in the LPS treatment group．However，in the group treated by GSP，all the above—mentioned 

、 measurements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Conclusion：GSP may decrease inflammatory reaction of lung and 

kidney and further decrease lung damage by interdicting MAPK act ivity．inhibiting the combination activity of 

NF—KB to DNA and renal function damage induced by LPS in rats．all indicating protection of GSP against 

AI I． 

【Key words] grasp seed procyanidins；lipopolysaccharide；inflammatory reaction；acute lung injury； 

renal injury 

急性肺损伤(ALI)是以肺血管内皮细胞及肺 

泡上皮细胞广泛损伤为病理特征的一种失控炎症反 

应，是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早期阶段，是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所致多器官功能障碍 

综合征(MODS)的肺部表现，临床表现为肺部弥漫 

性渗出和难以纠正的低氧血症，体内失控性的炎症 

介质释放与ALI发病密切相关。原花青素(GSP)为 

天然植物药，具有显著的抗炎、抗氧化、降血脂、降血 

压及阻断各种信号转导通路的作用 ，因此推测 

GSP可能具有抗 ALI的作用。本研究拟探讨抗氧化 

剂 GSP对脂多糖(LPS)诱导lAI I伴肾功能损害的 

保护作用及其可能的分子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GSP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提 

供。丙二醛(MDA)、Na一一K 一ATP酶、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试剂 

盒均为 Promega公司产品；髓过氧化物酶(MPO) 

活性试剂盒为 Sigma公司产品；肿瘤坏死因子一a 

(TNF一0c)、白细胞介素一11~(IL一117)、单核细胞趋化 

蛋白一1(MCP一1)、IL一6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试剂盒，尿素氮(BUN)、血肌酐(SCr)、乳酸(I ac)、 

一 氧化氮(NO)、核转录因子一KB(NF—KB)抑制蛋 

白激酶(IKK17)试剂盒均购 自美 国 B&D公 司；抗磷 

酸化与非磷酸化 ERK1／2、JNK1／2及 p38抗体均购 

于 Cell Signaling公司；LPS(055：B5)为美国 Sigma 

公司产品。 

1．2 动物模型制备及分组：雄性 SD大鼠 48只，体 

重 230~250 g，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动物实验中心提 

供。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I PS组、GSP组和 

LPS+GSP组，每组 12只。LPS组大 鼠用乌拉坦 

1．2 g／kg腹腔注射麻醉后，经尾静脉注射大肠杆菌 

LPS 5 mg／kg，复制 ALI模型；对照组给予等量生 

理盐水；GSP组则单独从腹腔注射GSP 50 mg／kg； 

LPS+GSP组尾静脉注入 LPS的同时腹腔注射 

作者简介：陈向东(1961一)，男(汉族)，山西省人，副主任医师 

(Email：cxd7016368@163．corn)。 

GSP 50 mg／kg。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 

1．3．1 细胞因子含量测定 ：各组动物致伤 6 h后经 

静脉采血，取血清；制备肺和肾皮质组织匀浆，取上 

清液；置一7O C冰箱冻存。用 ELISA法测定样本中 

TNF一0c、IL一1t?、MCP一1及 IL一6的含量 ，操作按 

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 。 

1．3．2 肺血管通透性及肺组织湿／干重(W／D)比 

值测定 ：取各组半数动物，开胸前经尾静脉注入 

伊文思蓝(EB)20 mg／kg，0．5 h后麻醉开胸取肺， 

甲酰胺用 量 200 mg／kg，用每克肺组织 干重含 EB 

量反映肺血管通透性的变化。另取部分肺组织称湿 

重后 ，置 8O_C烤箱 72 h，称干重，计算肺组织 W／D 

比值 。 

1．3．3 Na’。一K 一ATP酶、GSH—Px、SOD活性及 

MDA含量检测：取部分左肺和肾皮质称湿重，制备 

组织匀浆，按试剂盒上的方法在分光光度计上测定 

Na 一K 一ATP酶、SoD、GSH—Px及 MDA 吸光 

度( )值 ，计算每克肺组织湿重 中的含量 。 

1．3．4 MPo活性测定 ：取肺和肾组织 ，用溴甙十 

六烷三甲胺 6 ml／g离心 10 min(4℃，20 000×g)； 

反复 3次冻融，超声破裂细胞 10 min。合并上清液， 

37 C放置 3 min，各管分别加入 0．2 mol／L醋酸钠 

(NaAc)1．75 ml，读取波长 655 nm处的 值(测定 

1 min)，计算组织 MPO 活性。 

1．3．5 蛋 白质 免疫印迹 法 (Western blotting) ： 

用磷酸盐缓冲液(PBS)清洗肺组织后提取组织总蛋 

白，用 Bradford法测定总蛋白含量。取适量样品，进 

行十二烷基硫酸钠一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 

PAGE)80 min。聚偏二氟乙烯(PVDF)膜用甲醇活 

化 15 min，在电转移架上从负极到正极方向依次铺 

滤 纸 、胶 、PVDF 膜、滤 纸，恒 压 100 V，转 移 

120 min。PVDF膜用含质量分数为 5 脱脂奶粉的 

TBST[1 L含0．02 mol／L Tris—HCl和 0．3 mol／L 

NaC1的溶液 中加入 1 ml吐温 20(Tween 20)]于 

4 C下封闭 6 h，然后用 TBST按 1：200稀释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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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克隆抗体，与 PVDF膜在 4℃下孵育过夜，并轻 

柔摇动。再用 TBST按 1：5 000稀释鼠抗 山羊免疫 

球 蛋白 G(IgG)二抗，与 PVDF膜孵 育 1 h，于室温 

下轻柔摇动。用化学发光法分别检测 PVDF膜上各 

种 蛋白的表达 ，用 法国 VILBER LOURMAT公 司 

生产的凝胶图像分析系统对条带密度扫描，以三磷 

酸甘油醛脱氢酶(GAPDH)为内参照，测定各样品 

的蛋白表达。 

1．3．6 肺组织 NF—KB活性的检测 ：采用电泳迁移 

率法(EMSA)，以积分灰度值表示 NF—KB活性。 

1．3．7 肺组织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MAPKs)信号 

通路的检测：参照文献[1O]方法测定。 

1．3．8 病理观察：取部分左肺组织，经体积分数为 

1O 的甲醛 固定 ，石蜡包埋、切 片，苏木素一伊红 

(HE)染色，光镜下观察肺组织形态学变化。 

1．4 统计学分析：使用 SPSSIO．0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用均数±标准差(z±S)表示，先行方差齐性检 

验，方差不齐者用平方根反正弦或对数变量变换，然 

后行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血中 SCr、BUN、N0 ／NO 和 Lac含量 

变化(表 1)：与对照组比较，LPS组血中SCr、BUN、 

NO ／NO；和 Lac含量均显著升高(P均<0．01)， 

GSP组各指标无显著变化。与 LPS组比较 ，LPS+ 

GSP组上述指标有明显的好转 (P均<0．01)。 

2．2 肺血管通透性及肺 W／D(表 1)：LPS组肺血 

管通透性明显高于对照组，且肺 W／D也较对照组 

显著升高(P<0．01)，表明 LPS可致肺水肿；GSP 

能明显降低 LPS引起的血管通透性升高，且 LPS+ 

GSP组肺 W／D也较 LPS组显著下降(P<0．01)。 

2．3 血清、肺和肾组织中炎症因子变化(表 2～4)： 

LPS组血清、肺和肾组织TNF一0【、IL一1p、MCP一1 

和 II 一6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均<0．01)； 

LPS+GSP组上述 因子水 平虽明显高于对照组 ，但 

显著低于 LPS组(P均<0．01)；GSP组炎症因子较 

对照组变化不大，且显著低于 LPS组(P均<O．01)。 

表 2 各 组大鼠血清炎症 因子变化的 比较 ( ±s，n=12) 

Table 2 Comparison of change of serum inflammatory 

cytokines of rats in each group(x±s，n一12) ng／L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1；与 LPS组比较： P<0．01 

表 3 各组大 鼠肺组织炎症 因子 变化的比较 ( ±s，n=12) 

Table 3 Comparison of change of inflam matory cytokines in 

lung tissues of rats in each group(x±s，n= 12) ng／I 

注：与对照组比较： t <O．01；与 LPS组比较： P<0．01 

表 4 各组大鼠肾组织炎症因子变化的比较( ±s，n=12) 

Table 4 Comparison of change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renal tissues of rats in each group(x~s．n= 12) ng／L 

拄：与对 照组比较 ： 尸<0．01；与 I PS组 比较 ： P<0．01 

2．4 肺 和肾组织 Na 一K 一ATP酶、SOD、MPO、 

GSH—Px活性及 MDA含量(表 5)：与对照组比较， 

LPS组肺和 肾组织 Na 一K ATP酶 、GSH—Px、 

SOD活性均显著降低，而 MDA含量和 MPO活性 

则明显增加 (P均< 0．O1)。但经 GSP处理后 ，肺和 

肾组织 Na 一K 一ATP酶、GSH—Px、SOD活性不 

随 LPS作用而降低，而是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MDA含量和 MPO活性则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接 

近对照组。GSP组 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 

(P均>O．05)。 

2．5 GSP对 LPS诱导MAPKs通路的影响(图 1)： 

Western blotting结果显示，LPS处理后显著诱导 

表 1 各组大 鼠肺组 织和血清的测定结果 比较 ( ±s，n一12)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indexes in lung tissues and blood of rats in each group(x~s．n= 1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P<0．01；与 LPS组比较：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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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组大 鼠肺和肾组织实验测定结果 ( ±s， 一12) 

Table 5 Comparison of different indexes in lung and renal tissues of rats in each group(x_--+s， ： 12) 

注：与对照组比较： P<O．05， P<O．O1；与LPS组比较： P<O．O1 

了 ERK1／2、p38及 JNK1／2的磷酸化。而在 LPS+ 

GSP组，由LPS介导的ERK1／2、p38及JNK1／2磷 

酸化被完全取消了。 

A B C D 

翁删 —■ ∞ 峨 PhOS--p38 

_— 一  期 — Total～p38 

麟 謦 TotaI~ERK1／2 

Total-JN K 1／2 

嘲 獭  — n 

A：对照组 ；B：GSP组 ：C：I PS组 ；D：LPS+GSP组 

图 1 GSP对 LPS介导肺组织 MAPKs通路的影 响 

Figure l Effect of GSP on pathway of MAPKs 

in lung tissues mediated by LPS 

2．6 各组 NF—IcB活性检测(图 2)：EMSA显示。 

LPS处理后显著激活了 NF—IcB的 DNA结合活 

性。而在 LPS+GSP组，由I PS介导的 NF—IcB激 

活作用被完全取消了。 

NF— B 

Nonspecific binding 

A：对照组 ；B：GSP组 ；C：LPS组 ；D：LPS+GSP组 

图2 GSP对 LPS介导肺组织NF—KB激活的影响 

Figure 2 Effect of GSP on activation of NF—KB 

in lung tissues mediated by LPS 

2．7 肺组织形态学变化：肺大体观察，对照组及 

GSP组肺外观均无明显异常改变；LPS组肺体积增 

加，呈暗红色，有散在、大小不一的红色斑点，切面疏 

松，有淡红色液体溢出；LPS+GSP组较 LPS组病 

变明显减轻。光镜下观察，对照组及GSP组肺组织 

结构完整，肺泡间隔无水肿，肺泡腔清晰；LPS组肺 

泡间隔增宽，腔内有少许出血、渗出及炎性细胞浸 

润 ，肺间质充血 水肿 ，有大量炎性 细胞浸润 ；LPS+ 

GSP组肺组织 中炎性细胞浸润、渗出及出血等形态 

学变化较 LPS组明显减轻。 

3 讨 论 

LPS进入血循环和肺，激活肺血管内皮细胞、 

肺巨噬细胞、白细胞，致使被激活的白细胞在肺血管 

内黏附、聚集、游出，导致大量细胞因子、炎症介质、 

蛋白酶类及氧自由基释放入血，除直接损伤组织细 

胞外 ，又进一步活化炎性细胞 ，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 

形成复杂的网络系统，产生“炎症瀑布效应”，终致 

ALI形成。具有信号转导和肺血管扩张作用的NO 

作为炎症介质也参与了ALI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 

而肾组织受损可能是由缺氧、ALI形成后释放的细 

胞因子、炎症介质、蛋白酶类及氧自由基等综合因素 

作用的结果。本结果显示，给动物注射 LPS后6 h， 

无论是血清还是肺组织中NF—d、IL一1B、MCP一1 

及 II 一6含量均明显升高；同时肺血管通透性明显 

增加 ，表现为肺组织 EB含量、肺组织 MPO 和W／D 

活性明显增加。ALI动物有明显的肾组织功能受 

损 ，肺与肾组织 Na 一K 一ATP酶、SOD、GSH—Px 

活性显著降低，而 SCr、BUN含量升高及 MDA含 

量明显增加。肺组织的病理切片均表现出明显的 

ALI病理特点；而同时给予GSP后可显著降低LPS 

诱导的血清及肺组织中细胞因子的生成，从而产生 

显著的抗炎作用，并可明显抑制由LPS诱导 ALl所 

继发的肾功能受损 。 

临床上脓毒症／ALI以血管调节失控为特征，动 

物实验及临床研究均表明此类患者有严重的过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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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进而导致炎性细胞黏附直接对内皮造成损 

伤“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急性氧中毒对肾、肺功 

能的损害以及肺细胞的损伤和死亡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因此 ，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 ，可抑制大量氧 

自由基产生 ，减轻急性氧 中毒 ，对 AI I的治疗具有 

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 GSP能显著抑制细胞与组织产 

生大量的活性氧 自由基(ROS)，从而抑制 由RoS导 

致的细胞损害“卜̈ 。本研究中发现，LPS刺激6 h后， 

GSH—Px与SOD活性显著降低，MDA含量则明显 

升高；而GSP处理后则逆转了GSH—Px与SOD活 

性的降低与 MDA含量的升高，从而抑制了活性氧 

的过量产生 。 

MAPKs级联是细胞内主要的信号转导系统。 

有细胞间信号调节 ERKs、JNKs和 p38 3种类型。 

研究证实，MAPKs在急性炎症，如脓毒症和ALI的 

发病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 

现，LPS刺激 6 h后 ，肺组织 的 ERK1／2、JNK1／2和 

p38的磷酸化水平显著升高，而与 GSP同时作用 

后，MAPKs的激活则被完全取消。 

大量的研究证实创伤后 LPS、失血性休克、再 

灌注损伤等因素刺激均可激活 NF— B 。创伤后 

急性炎症反应过程中，NF— B参与巨噬细胞及白 

细胞的活化，并控制着许多促炎因子的基因表达，这 

一 调节环节的失控将引起炎症反应的放大乃至组织 

损伤。NF— B的结合部位常在促炎细胞因子和免 

疫调节介质的启动部位，这些因子在严重损伤的急 

性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因 NF— B的表达增高 

导致这些 因子 的表达增 加，NF—KB的活化在 ALI 

以及继发的肾功能损伤的发生发展中起了中心作 

用。本研究结果发现，肺及肾组织的NF— B活性在 

LPS刺激 6 h后显著增强 ，而 GSP处理后 ，NF—KB 

的激活则被完全逆转。 

也有研究表明，地塞米松和生脉饮两种药物对 

LPS诱导的ALI也具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 

过抑制 NO水平和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活 

性实现n 。 

综上所述，GSP通过阻断 MAPKs、NF—KB信 

号通路的激活，从而减轻LPS介导的大鼠ALI以及 

继发的肾功能损伤的发生发展，提示我们对于一些 

高危患者或有发生 ALI倾向的患者，可以辅助性地 

应用 GSP，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有待于 

进一步临床研究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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