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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沙拉嗪联合蒲公英多糖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中

炎症因子及髓过氧化物酶相关性的研究

周亚妮1,姜鹏涛2,李会荣3

[摘要]目的:观察蒲公英多糖对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模型大鼠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 IL)鄄6、IL鄄4、IL鄄8、IL鄄10 和

肿瘤坏死因子鄄琢(TNF鄄琢)水平以及结肠组织中髓过氧化物酶(MPO)水平的影响。 方法:采用 2,4,6鄄三硝基苯磺酸复合 50%
乙醇溶液建立大鼠 UC 模型,以水提醇沉法提取得到蒲公英精制多糖。 50 只雄性大鼠随机分为 5 组: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

组、美沙拉嗪组、蒲公英多糖组和美沙拉嗪联合蒲公英多糖治疗组(联合治疗组),每组 10 只。 利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各

组大鼠血清中炎性因子即 IL鄄6、IL鄄4、IL鄄8、IL鄄10、TNF鄄琢 的含量,以及结肠组织中 MPO 表达。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

照组、蒲公英多糖组血清 IL鄄6、IL鄄8、TNF鄄琢 水平、结肠组织中 MPO 的含量升高,IL鄄4 和 IL鄄10 水平降低(P < 0. 05),美沙拉嗪组

血清 IL鄄6 和 TNF鄄琢 水平升高,IL鄄4 和 IL鄄10 水平降低(P < 0. 05),联合治疗组各因子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与模

型对照组比较,美沙拉嗪组、蒲公英多糖组和联合治疗组血清 IL鄄6、IL鄄8、TNF鄄琢 水平、结肠组织中 MPO 的含量降低,IL鄄4 和 IL鄄
10 水平升高(P < 0. 05);与美沙拉嗪组、蒲公英多糖组比较,联合治疗组血清 IL鄄6、IL鄄8、TNF鄄琢 水平、结肠组织中 MPO 的含量

降低,IL鄄4 和 IL鄄10 水平升高(P < 0. 05)。 IL鄄6、IL鄄8、TNF鄄琢 表达水平和 MPO 水平呈正相关关系,IL鄄4 和 IL鄄10 表达水平和

MPO 水平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 结论:美沙拉嗪联合蒲公英多糖治疗 UC 效果优于单用美沙拉嗪和蒲公英多糖。 细胞因

子 IL鄄6、IL鄄8、TNF鄄琢 与结肠组织中 MPO 的水平、炎症的进展呈正相关,而细胞因子 IL鄄4 和 IL鄄10 与 MPO 的水平、炎症的进展

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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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myeloperoxidase
in the treatment of ulcerative colitis with mesalasize combined with dandelion polysaccharide

ZHOU Ya鄄ni1,JIANG Peng鄄tao2,LI Hui鄄rong3

(1. Health Management School,3. Academic Affairs Office,Shangluo University,Shangluo Shaanxi 726000;
2. Department of Immunology,Xi忆an Medical University,Xi忆an Shaanxi 71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nterleukin ( IL) 鄄6,IL鄄4,IL鄄8,IL鄄10,
tumor necrosis factor鄄琢 ( TNF鄄琢) and myeloperoxidase (MPO) in the ulcerative colitis ( UC) model rats treated with dandelion
polysaccharide. Methods:The UC model of rats was established by 2,4,6鄄trinitrobenzenesulfonic acid combined with 50% ethanol
solution. The refined dandelion polysaccharide was extracted by water extraction and alcohol precipitation method. Fifty male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 normal control group,model control group,mesalazine group, dandelion polysaccharide group and
mesalazine combined with dandelion polysaccharide treatment group(combined treatment group),with 10 rats in each group. The levels
of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IL鄄6,IL鄄4,IL鄄8,IL鄄10,TNF鄄琢) and the expression of MPO in colon tissue were detected by enzyme鄄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Results: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the serum levels of IL鄄6,IL鄄8 and TNF鄄琢 and MPO
content in colon tissu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nd the levels of IL鄄4 and IL鄄10 were decreased in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and
dandelion polysaccharide group (P < 0. 05),meanwhile,the serum levels of IL鄄6 and TNF鄄琢 were increased and the levels of IL鄄4 and
IL鄄10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mesalazine group (P < 0. 05),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s of each
factor i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 P > 0. 05 ).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the mesalazine group, dandelion
polysaccharide group and combination treatment group had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the serum levels of IL鄄6,IL鄄8,TNF鄄琢 and MPO

摇 摇 摇 content in colon tissues,and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the levels
of IL鄄4 and IL鄄10 (P < 0. 05). Compared with the mesalazine
group and the dandelion polysaccharide group, the combined
treatment group had significant reductions in the serum levels
of IL鄄6,IL鄄8,TNF鄄琢 and the MPO content in colon tissues,and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the levels of IL鄄4 and IL鄄10 ( P <
0. 05).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IL鄄6, IL鄄8 and TNF鄄琢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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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PO level,and the levels of IL鄄4 and IL鄄10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MPO(P < 0. 05).
Conclusions:The effect of mesalazine combined with dandelion polysaccharide in the treatment of UC is better than that of mesalazine
and dandelion polysaccharide alone. The levels of IL鄄6, IL鄄8 and TNF鄄琢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MPO and the
progression of inflammation,while the levels of IL鄄4 and IL鄄10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MPO and the progression of
inflammation.
[Key words] ulcerative colitis;dandelion polysaccharide;mesalazine;interleukin;myeloperoxidase

摇 摇 溃疡性结肠炎( ulcerativecolitis,UC)是一类发

病原因不明确的慢性特发性肠道炎症性疾病,病变

局限于大肠黏膜及黏膜下层,病程迁延且反复发

作[1]。 过去该病在西方国家发病率较高,但近年来

其在我国的发病率呈明显升上升趋势。 蒲公英具有

抗菌、抗突变、抗肿瘤、抗氧化等多种药理学作

用[2]。 有研究[3 - 4] 显示,蒲公英多糖对 UC 大鼠白

细胞介素( IL)鄄6 / STAT3 通路的作用,对血清中的

IL鄄6 及结肠组织中的髓过氧化物酶(MPO)有影响。
蒲公英水提物对 2,4,6鄄三硝基苯磺酸(TNBS)诱导

的 UC 大鼠模型血清中炎性因子 IL鄄6、IL鄄10、肿瘤坏

死因子鄄琢(TNF鄄琢)水平表达有影响作用[5]。 有研

究[6]显示蒲公英对小鼠痤疮模型炎症因子 IL鄄8 水

平有调节作用。 近年来,5鄄氨基水杨酸(5鄄ASA)制

剂灌肠治疗 UC 疗效明显,其中美沙拉嗪治疗

TNBS /乙醇诱导的 UC 大鼠,提高了抗炎因子 IL鄄4
水平,并降低了促炎因子 IL鄄6 水平[7 - 8]。 目前炎性

因子的表达成为研究 UC 发病发展的热点,但在 UC
发病中针对炎性因子与 MPO 的表达相关性方面研

究较少,因此,该研究拟以建立 TNBS /乙醇大鼠 UC
模型为基础[9],采用蒲公英多糖联合美沙拉嗪对

UC 大鼠模型进行干预,检测炎症活动期大鼠血清中

炎性因子 IL鄄6、IL鄄4、IL鄄8、IL鄄10 和 TNF鄄琢 含量以及

结肠组织中 MPO 水平,探讨血清中炎症因子与结肠

组织中 MPO 在 UC 活动期的相关性,为临床 UC 的

诊断和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材料摇
1. 1. 1摇 实验动物摇 采用雄性 Wistar 大鼠 50 只,6 ~
8 周龄,体质量 180 ~ 220 g,购自西安交通大学医学

部实验动物中心[ SCXK(陕)2015鄄0009]。 动物饲

养设施符合相关标准[SYXK(陕)2013鄄0210]。 所

有动物实验均遵照国家实验动物使用指南。
1. 1. 2摇 主要试剂和仪器摇 实验用蒲公英购自陕西

省西安市怀仁堂中药店(小寨店),并经生药鉴定为

正品。 5% TNBS 溶液购自北京天根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批号:160712);美沙拉嗪缓释颗粒剂购自法

国爱的发制药公司 (批号:20140202),规格每袋

0. 5 g,10 袋 /盒;IL鄄6 ELISA 试剂盒、IL鄄4 ELISA 试

剂盒购、IL鄄8 ELISA 试剂盒购、IL鄄10 ELISA 试剂盒

购、TNF鄄琢 试剂盒购自上海科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外分光光度检测仪器购自购自德国 Eppendorf 公
司,高速离心机购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有限公司、显
微镜购自上海光学仪器厂,电子天平购自德国

Sartorious 公司。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动物分组及 TNBS /乙醇大鼠 UC 模型建立

摇 SPF 级 SD 雄性大鼠 50 只,适应性生活 72 h,随机

抽取 10 只大鼠作为正常对照组,其余 40 只大鼠进

行造模。 TNBS鄄乙醇的 UC 动物模型参照文献[9] 建

立。 造模前均禁食 24 h,用 10% 水合氯醛 (0. 30
mL / 100 g,现配)腹腔注射麻醉后,用聚丙烯管插入

肛门上段 8 cm 一次性缓慢注入 TNBS / 50% 乙醇混

合液(100 mg / kg TNBS + 50% 乙醇)0. 25 mL,诱导

急性结肠炎。 观察到大鼠毛色暗淡、精神萎靡、食量

减少且出现黏液脓血便或便潜血试验阳性,3 d 后,
取正常对照组和模型组各 2 只大鼠进行解剖,并分

别抽取腹主动脉血分离血清标记保存待测。 参照相

关标准[10],确认造模成功后,将造模大鼠随机分成

模型对照组、美沙拉嗪治疗组、蒲公英治疗组以及美

沙拉嗪与蒲公英联合治疗组(联合治疗组)。
1. 2. 2 摇 蒲公英多糖提取物的制备 摇 (1)预处理材

料,将 100 g 干燥蒲公英用中草药粉碎机磨成粉末,
过 80 目筛备用。 (2)脱脂,将蒲公英根粉末用滤纸

包好,放入索氏提取器中,于 50 益条件下石油醚回

流脱脂 3 ~ 4 h。 (3)单糖和寡糖的去除,将脱脂后

的滤纸包风干,再用 80%乙醇回流 2 h。 (4)热水浸

提,将回流后的滤纸包风干,各取 5 g 进行单因素及

正交试验。 (5)除蛋白,用木瓜蛋白酶解蛋白。 (6)
醇析,向提取液中缓缓加入 95% 乙醇,并用玻璃棒

缓慢搅拌,使乙醇体积分数达到 80% ,静置 4 h,以
转速 4 000 r / min 离心 5 min。 (7)浓缩,取离心后的

上清液,用旋转蒸发器进行蒸发浓缩至原体积的

1 / 3。(8)纯化,浓缩后的溶液用 80% 乙醇沉淀蒲公

英根多糖,以转速 4 000 r / min 离心 5 min,多糖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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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用无水乙醇、丙酮洗 3 次,真空干燥得精制多

糖[3]。
1. 2. 3摇 分组灌胃治疗摇 模型复制成功后,第 3 天开

始灌胃给药:正常对照组,按照剂量为 1 mL·100 g -1

·d -1(约 2 mL)计算,以 0. 9%氯化钠溶液灌胃,每天

1 次;模型对照组,按照剂量为 1 mL·100 g - 1·d - 1

(约 2 mL)计算,以 0. 9% 氯化钠溶液灌胃,每天 1
次;美沙拉嗪组,按照剂量为每次 1 mg·100 g - 1·
d - 1美沙拉嗪灌胃,每天 1 次;蒲公英多糖组,按照剂

量为每次 1 mg·100 g - 1 ·d - 1 蒲公英多糖灌胃,
每天1 次;联合治疗组,剂量为美沙拉嗪 1 mg·
100 g - 1·d - 1和蒲公英多糖 1 mg·100 g - 1·d - 1联

合灌胃,每天 1 次。 以上各组灌胃均持续 14 d。
1. 2. 4摇 标本采集摇 末次给药后,各组大鼠禁食 24 h
后眼眶取血,以 3 000 r / min 离心 15 min,分离血清,
置 - 20 益低温冰箱保存。
1. 2. 5 摇 ELISA 法测定血清中 IL鄄6、IL鄄4、IL鄄8、IL鄄10
和 TNF鄄琢 水平摇 将待用血清从 - 20 益冰箱中取出

放入 4 益冰箱中溶解 24 h,于实验前 1 h 放至室温

待全部溶解,轻轻摇晃混匀,以免出现沉淀。 严格按

照酶联免疫分析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操作

完成后使用自动化酶标仪分光光度计测定 450 nm
处吸光度值分别计算血清中 IL鄄6、IL鄄4、IL鄄8、IL鄄10
和 TNF鄄琢 浓度。
1. 2. 6 摇 Western blotting 法检测结肠黏膜组织中

MPO 的表达摇 剪取大鼠炎症明显处 4 块结肠组织

约 50 mg,用 PBS 冲洗,剪碎并加入含有蛋白酶抑制

剂的 RIPA 裂解液 500 滋L,研磨匀浆提取蛋白,经
BCA 定量蛋白浓度后,进行 SDS鄄PAGE 电泳,蛋白

转印至活化的 PVDF 膜上,5%脱脂牛奶中室温封闭

2 h,MPO 抗体(1 颐 500)4 益孵育过夜,TBST 洗涤 3
遍,每遍 10 min,加入二抗( 1颐 5 000) 室温孵育 1 h,
TBST 洗涤 3 遍,每遍 10 min,滴加 ECL 进行化学曝

光,显影、冲洗胶片并扫描分析,对目的条带做灰度

分析,以目的蛋白的灰度值比内参 GAPDH 的灰度

值校正误差,比较蛋白表达情况。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q 检验和 Pearson
相关性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各组大鼠血清血清中 IL鄄6、IL鄄4、IL鄄8、IL鄄10 和

TNF鄄琢 表达水平摇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
蒲公英多糖组血清 IL鄄6、IL鄄8 和 TNF鄄琢 水平升高,
IL鄄4 和 IL鄄10 水平降低(P < 0. 05),美沙拉嗪组血清

IL鄄6 和 TNF鄄琢 水平升高, IL鄄4 和 IL鄄10 水平降低

(P < 0. 05),联合治疗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各因子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与模型对照组

比较,美沙拉嗪组、蒲公英多糖组和联合治疗组血清

IL鄄6、IL鄄8 和 TNF鄄琢 水平降低,IL鄄4 和 IL鄄10 水平升

高(P < 0. 05);与美沙拉嗪组、蒲公英多糖组比较,
联合治疗组血清 IL鄄6、IL鄄8 和 TNF鄄琢 水平降低,IL鄄4
和 IL鄄10 水平升高(P < 0. 05)(见表 1)。
2. 2摇 蒲公英多糖对结肠炎大鼠结肠组织中 MPO 表

达的影响摇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蒲公英

多糖组和美沙拉嗪组结肠组织中 MPO 的含量升高;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美沙拉嗪组、蒲公英多糖组和联

合治疗组结肠组织中 MPO 的含量降低;与美沙拉嗪

组、蒲公英多糖组比较,联合治疗组 MPO 的含量降

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2. 3摇 血清中细胞因子与结肠组织中 MPO 的变化关

系分析摇 结肠炎大鼠模型中,IL鄄6( r = 0. 852)、IL鄄8
( r = 0. 614)、TNF鄄琢( r = 0. 426)表达水平与 MPO 水

平呈正相关关系,IL鄄4 ( r = - 0. 106)和 IL鄄10 ( r =
- 0. 086)表达水平与 MPO 水平呈负相关关系(P <
0. 05)。

表 1摇 药物灌胃后血清中几种细胞因子水平的表达(x 依 s;ng / L)

分组 n IL鄄6 IL鄄4 IL鄄8 IL鄄10 TNF鄄琢

正常对照组 10 70. 51 依 4. 17 78. 45 依 5. 26 11. 65 依 1. 46 45. 35 依 5. 26 10. 05 依 0. 67

模型对照组 10 116. 1 依 6. 22* 46. 9 依 6. 35* 32. 83 依 2. 59* 17. 59 依 4. 26* 25. 58 依 2. 26*

美沙拉嗪组 10 86. 48 依 4. 96*吟 60. 43 依 4. 58*吟 13. 54 依 1. 81吟 34. 66 依 4. 80*吟 17. 33 依 1. 59*吟

蒲公英多糖组 10 96. 93 依 4. 67*吟# 62. 36 依 5. 26*吟 20. 13 依 1. 85*吟# 29. 77 依 5. 83*吟# 21. 49 依 1. 21*吟#

联合治疗组 10 75. 63 依 3. 25吟#殷 75. 17 依 4. 05吟#殷 12. 02 依 1. 54吟#殷 41. 91 依 4. 07吟#殷 11. 12 依 1. 08吟#殷

F — 146. 42 60. 06 145. 35 50. 13 206. 84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MS组内 — 22. 610 26. 607 15. 569 21. 882 2. 143

摇 摇 q 检验: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 < 0. 05;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吟P < 0. 05;与美沙拉嗪组比较#P < 0. 05;与蒲公英多糖组比较殷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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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药物灌胃后结肠组织中 MPO 的含量(U / g)

分组 n MPO

正常对照组 10 0. 98 依 0. 07

模型对照组 10 3. 14 依 0. 19*

美沙拉嗪组 10 1. 26 依 0. 05*吟

摇 蒲公英多糖组 10 1. 47 依 0. 06*吟#

联合治疗组 10 1. 03 依 0. 04吟#殷

F — 824. 06

P — <0. 01
MS组内 — 0. 010

摇 摇 q 检验: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 < 0. 05;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吟P <

0. 05;与美沙拉嗪组比较#P < 0. 05;与蒲公英多糖组比较殷P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UC 的病因尚不完全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异常

免疫反应在 UC 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

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加快,我国 UC
的发病率也出现逐渐增高趋势[11]。 TNBS /乙醇诱

导的 UC 模型在临床症状、组织学和微观方面与人

类 UC 相似,具有很好的结肠损伤及肠上皮屏障破

坏的发病特征,适合筛选 UC 潜在治疗药物[12]。
蒲公英多糖能够显著抑制炎性动物模型体内

IL鄄6mRNA 的表达,异常免疫反应它激活了 UC 发病

的标志物活性氧 /氮物质(ROS / RNS)生成系统,导
致血清中促炎性细胞因子 TNF鄄琢、IL鄄6、IL鄄8 等过度

产生,而抑炎因子 IL鄄4、IL鄄10 降低,炎症反应逐级放

大[13 - 16]。 MPO 由中性粒细胞分泌,其活性是中性

粒细胞浸润的重要指标,也能间接反映肠道炎症活

动程度。 有研究[16] 表明,TNBS 肠腔灌注的造模方

法构建炎症性肠病动物模型,模型组大鼠 MPO 水平

显著增高。 结合蒲公英的药理活性和 UC 发病的异

常免疫特点,我们以蒲公英多糖为目标药物,通过与

近年来治疗 UC 新型替代性 5鄄ASA 制剂的美沙拉嗪

联合灌肠,考察蒲公英多糖在治疗 UC 大鼠的作用

中,细胞因子 IL鄄6、IL鄄4、IL鄄8、IL鄄10 和 TNF鄄琢 表达水

平与结肠组织中 MPO 变化相关性分析。 本实验研

究显示,UC 模型对照组大鼠血清中炎症因子 IL鄄6、
IL鄄8 和 TNF鄄琢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而 IL鄄4 和 IL鄄
10 水平低于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大鼠结肠组织

中 MPO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 给予 3 种药物灌肠

治疗后发现,蒲公英多糖组、美沙拉嗪组大鼠分别与

模型对照组大鼠比较,细胞因子 IL鄄6、IL鄄8 和 TNF鄄琢
降低水平和 IL鄄4、IL鄄10 升高水平均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还发现,联合使用美沙拉嗪和蒲公英多糖大

鼠血清 IL鄄6、IL鄄8、TNF鄄琢 水平以及结肠组织中 MPO
含量显著降低,IL鄄4、IL鄄10 水平显著升高,且与美沙

拉嗪组和蒲公英多糖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认为

联合用药对治疗 UC 有更好的疗效,进一步说明,蒲
公英多糖对 UC 的传统用药美沙拉嗪有协同治疗作

用,这与宋雨鸿等[17] 研究结果相一致。 因此,笔者

认为,炎症因子 L鄄6、IL鄄8、TNF鄄琢 为促炎因子,对于

UC 炎症的进程起推进作用,MPO 作为肠道炎症活

动程度的一项指标也得以证明。 IL鄄4、IL鄄10 作为 2
种主要的抗炎因子,在抑制 UC 炎症发生及促进疾

病转归方面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8]。
本实验通过评价大鼠血清中 IL鄄6、 IL鄄4、 IL鄄8、

IL鄄10 和 TNF鄄琢 表达水平与结肠组织中 MPO 含量,
认为联合使用美沙拉嗪和蒲公英多糖治疗 UC 模型

大鼠比单独一种药物抗炎效果更佳,其可能的机制

为减少血清促炎因子 IL鄄6、IL鄄8、TNF鄄琢 的释放以及

结肠组织中 MPO 的表达,并上调抑炎因子 IL鄄4、IL鄄
10 阻断炎症的放大效应。 进一步证明,蒲公英多糖

对美沙拉嗪治疗 UC 有协同作用,这为 UC 的临床诊

断和药物疗效评价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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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 的表达,从而促进高糖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增殖

及抑制细胞凋亡、氧化应激进而减轻细胞损伤,芝麻

素可能通过调控 WEE2鄄AS1 / miR鄄515鄄5p 轴而减缓

糖尿病的发展进程。 但关于其具体作用机制仍需进

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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