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Chines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on TCM

Mar.2006 Vol.13 No.3

葛根素对糖尿病大鼠肾脏糖基化终产物和
转化生长因子-β1 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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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葛根素对糖尿病大鼠肾脏糖基化终产物(AGEs)和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表达及肾脏病理

形态学的影响。方法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CN 组)、糖尿病模型组(DM 组)和葛根素治疗组(DP 组)。葛根素处

理 10 周后,测定血糖、尿白蛋白、肾小球基底膜厚度(GBMT)和肾脏肥大指数,以光镜和电镜观察肾脏病理改变。用荧
光显微镜曝光时间法测定肾组织 AGEs 含量,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肾组织 TGF-β1 的表达。结果

糖尿病大鼠尿白蛋白、

肾脏肥大指数、GBMT 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 <0.01),葛根素处理后上述指标均明显下降(P <0.01)。葛根素治疗组
的肾组织 AGEs 荧光曝光时间较糖尿病模型组延长(P <0.05),肾组织 TGF-β1 的表达阳性率明显低于糖尿病模型组
(P <0.01),并且肾脏病理改变也有所改善。结论

糖尿病大鼠肾组织中 AGEs 含量及 TGF-β1 的表达均明显增加。葛

根素可以减少其肾组织 AGEs 含量,下调 TGF-β1 的表达,改善糖尿病大鼠早期肾脏病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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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uerarin on Renal Advanced Glycosylation End Products and Expression of TGF-β1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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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uerarin on renal advanced glycosylation end
products (AGEs), expression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 1 (TGF- β 1) and pathomorphism in
diabetic rats. Methods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llowing groups：normal control rats (Group
CN), diabetic rats (Group DM) and diabetic rats treated with puerarin (Group DP). After Puerarin was
given to STZ-induced diabetic rats for 10 weeks, blood glucose, urine protein, glomerular basement
membrance thickness (GBMT) and profile of kidney hypertrophy in diabetic rats were measured and
analysed. The renal pathologic changes were observed by light microscopy and electron microscopy.
Renal AGEs content was determined by expose time of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The expression of
TGF-β1 was exa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s. Results Urine protein, GBMT and profile of
kidney hypertrophy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diabetic rats as compared with control animals
(P <0.01), but those targets in Group DP were decreased (P <0.01). The fluorescence expose time of
renal AGEs in group DP was longer than that in group DM (P <0.05). The expression of TGF-β1 in
group DP was dramatically lower than that in group DM (P <0.01), meanwhile, renal pathologic
changes were also improved in group DP. Conclusion Renal AGEs contents and expression of TGF-β1
are so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diabetic rats. Administration of puerarin to diabetic rats can ameliorate

表1
组别

—

麦芽对雌性小鼠激素水平的影响(x±s,n = 10)
E2(pmol/L)

对照组

P(nmol/L)

3.46± 2.06

FSH(mIu/mL)

激素水平的作用,使 FSH、E2 增高,P 下降,对 LH 无明显影响,

LH(mIu/mL)

单味麦芽比麦芽复方疗效显著,特别是对 E2 的影响大。应用

10.51±2.96

天然的植物雌激素治疗,从而减少 HRT 不良反应发生,是较理

*

*

12.68±4.05

想的预防与治疗围绝经期疾病的方法。

*

*

△

5.52±1.74 14.38±2.39

10.23± 1.75

*＃

去势 1 组 105.01±19.94

*△

0.27±0.13 18.90±1.90

10.01±4.49

参考文献：

去势 2 组

10.62± 6.30

*△

4.14±5.48 19.73±3.49

*

11.29±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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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 1 组

39.01±17.96

*

1.08±0.94 21.04±4.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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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 2 组

3.24± 1.87

＃

1.83±3.89 22.26±2.81

*

14.34±3.27

更年安组

7.25±1.03 21.11±1.76

注：与对照组比较,*P <0.05；与去势组比较,＃P <0.05；与老龄组比
较,△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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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betic nephropathy. Such beneficial effect can be related to reduction of AGEs centents and
inhibi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TGF-β1 in the kidney by puerarin.
Key

words：puerarin；diabetic nephropathy；AGEs；TGF-β1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是糖尿病的主

后光镜下观察,应用 CMIAS 多功能真彩色病理图像分析系统,

要并发症之一,它引发的终末期肾功能衰竭(ESRD)是导致糖

每张 HE 染色切片随机测定 50 个肾小球截面积[A(G)],再根据

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早期 DN 的主要肾脏结构和功能的

[5]
公式 V(G)=1.25×[A(G)]3/2,计算体积 。按常规方法对电

变化为：肾小球体积增大,细胞外基质(ECM)堆积,肾小球基底

镜切片进行形态学观察,并在电镜下测定肾小球基底膜厚度

膜增厚及微量蛋白尿。糖基化终产物(AGEs)和转移生长因子-

(GBMT)。

[1-2]
。葛根素是一
β1(TGF-β1)在 DN 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

2.5

免疫组化法测定肾组织 TGF-β1 表达

种异黄酮单体,体外实验证明它具有抑制晶体蛋白非酶糖基

石蜡切片常规脱蜡至水,在 3% H2O2 中灭活内源性酶 10

[3]
化的作用 ,临床也观察到葛根素可以减轻糖尿病患者的蛋

min。蒸馏水洗后,将切片浸入 0.01 mol/L 枸橼酸盐缓冲液(pH

白尿[4]。本实验进一步研究了葛根素对糖尿病大鼠早期肾脏

6.0),微波炉加热至沸腾,PBS 液(pH 7.2～7.6)冲洗。滴加正

病变的保护作用及部分机制。

常山羊血清封闭液,室温下孵育 20 min,不洗。滴加适当稀释

1

的一抗,4 ℃冰箱过夜。PBS 液冲洗后,加生物素化二抗,20～

实验材料
链脲佐菌素(STZ)购自 Sigma 公司。抗 TGF-β1 单克隆抗

37 ℃下孵育 20 min,PBS 液冲洗。加链霉素亲和素-过氧化物

体和 SABC 试剂盒购自博士德生物有限公司。葛根素注射液

酶,20～37 ℃下孵育 20 min,PBS 液冲洗。DAB 显色,苏木素

(50 mg/mL)由广东燕塘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提供。Wistar

轻度复染,透明,树胶封片,显微镜下观察。
对照组设计：由博士德生物有限公司提供的 TGF-β1 对照

大鼠购自兰州军区总医院实验动物科。
2
2.1

实验方法
动物模型的建立和处理

片为阳性对照,以 PBS 代替阴性对照。阳性判定方法：DAB 染
色阳性呈棕黄色,阴性不显色。采用双肓法在光镜下随机选择

选择体重(160±20)g 的 Wistar 大鼠 36 只,在本实验室

20 个肾小球/片,记数肾小球阳性细胞数及细胞总数,TGF-β1

适应性喂养 1 周。按体重分层随机抽样法分为 3 组：正常对

表达阳性率为肾小球细胞中的阳性细胞数/细胞总数×100%。

照组(CN 组)10 只,糖尿病组(DM 组)13 只,葛根素处理的糖尿

2.6

肾组织 AGEs 含量的检测

病组(DP 组)13 只。后两组大鼠禁食 10 h 后用 STZ(溶于 0.1

[6]
采用荧光显微镜曝光时间法 。将肾组织标本从-70 ℃

mol/L 柠檬酸缓冲液中,pH 4.2,浓度 0.8%)60 mg/kg 体重单

冰箱取出后,立即制做成 3 μm 厚的冰冻切片,在荧光显微镜

次腹腔注射,72 h 后血糖≥16.7 mmol/L 者确定为糖尿病模

下观察。AGEs 在 EX 370/EM 440 nm 有特征性吸收光谱,它在

型。正常对照组仅注射相当量的柠檬酸缓冲液,糖尿病模型建

370 nm 入射光下将发射 440 nm 自发荧光,记录荧光显微镜的

立 1 周后开始用药。DP 组大鼠给葛根素 80 mg/kg 体重每日

自动摄片设备所显示的曝光时间。AGEs 含量多者,自发荧光

一次腹腔注射,DM、CN 组大鼠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腹腔注射。

强,曝光时间短。反之,则曝光时间长,以此时间间接反映肾组

连续葛根素用药 10 周,实验期间动物自由进食、水,不使用胰

织中 AGEs 含量。

岛素及其它降糖药。实验中糖尿病大鼠死亡 2 只,血糖自行降

2.7

统计学处理
—

结果以x±s 表示,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组内比较用 t 检

至正常 4 只,均予以剔除。
2.2

标本收集
实验第 4、10 周,分别用代谢笼收集大鼠 24 h 尿液,待测

24 h 尿微量白蛋白。在实验第 10 周处死动物,迅速取出双肾,

验。所有数据用 SPSS8.0 for windows 统计软件处理。
3

结果(见表 1～表 3)
表1

去包膜后称重,左肾部分置于 10%中性福尔马林液中固定,待
用光镜检查。另将小块肾皮质剪成 1 mm×1 mm×1 mm 大小碎
块,用 3%戊二醛固定,待用电镜检查。右肾迅速置于液氮中冷
冻,待测 AGEs。
2.3

生化指标测定
血糖：葡萄糖氧化酶法,每周测定 1 次；24 h 尿微量白

蛋白：放免法(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实验第 4、10 周各
测定 1 次。
2.4

体视学及形态学分析
常规方法制备光镜及电镜切片,光镜片行 HE 及 PAS 染色

基金项目：甘肃中医药管理局资助项目(2003-GZK-48)

第 10 周各组大鼠 GBMT、肾重/体重、体积(MGV)及
—

肾小球平均面积(MGPA)的比较(x±s,n = 10)
6

3

3

2

组别

GBMT(10 nm)

CN 组

12.81±1.35

DM 组

20.50±2.11

*

1.09±1.58

*

1.07±0.20

*

8.71±1.02

*

DP 组

17.28±0.83

*△

0.71±4.08

*Δ

0.46±2.71

*Δ

4.82±0.47

*Δ

表2

肾重/体重(%) MGV(10 μm ) MGPA(10 μm )
0.36±2.68

0.21±2.16

2.76±0.53

3 组大鼠肾组织 TGF-β1 表达率、AGEs 荧光曝光时间
—

比较(x±s,n = 10)
组别

TGF-β1 表达率(%)

AGEs 荧光曝光时间(s)

CN 组

12.30±1.41

DM 组

56.93±1.30

*

110.53±8.79

*

DP 组

37.25±1.67

*△

142.02±8.60

*△

179.9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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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组大鼠血糖、体重、尿白蛋白的变化(x±s,n = 10)
血糖(mmol/L)

组别

第4周

体重(g)

第 10 周

CN 组

5.9±1.54

DM 组

21.8±3.12

*

21.6±2.15

*

DP 组

Mar.2006 Vol.13 No.3

第4周

6.6±1.67

243.4±15.12

25.5±2.40

*

24.1±1.91

*

24 h 尿蛋白(μg/24 h)
第 10 周

344.5±17.39

186.3±19.67

*

210.7±19.70

*Δ

第4周

第 10 周

18.5±3.54

19.8±1.86

189.8±16.17

*

19.5±9.24

41.6±6.16

*

221.8±18.60

*Δ

17.7±8.60

30.4±6.80

*

注：与 CN 组比较,*P <0.01；与 DM 组比较,ΔP <0.01(下同)

4

讨论

活 PKC,后者间接使 TGF-β1 表达增加。葛根素具有抗氧化、

肾小球肥大、细胞外基质(ECM)合成增加、肾小球基底膜

抑制醛糖还原酶活性的作用,可以抑制 PP 激活,从而减少

增厚及微量蛋白尿是糖尿病早期肾脏病变的特点。本研究结果

AGEs 形成和下调 TGF-β1 的表达,这可能是葛根素影响 AGEs

显示,实验 10 周后 DM 组大鼠的肾脏病理及功能改变明

形成和 TGF-β1 表达的机制之一。

显,GBMT、肾小球平均体积(MGV)、肾脏肥大指数(肾重/体重)

综合以上的研究结果,AGEs 形成和 TGF-β1 表达增加是导

及 24 h 尿微量白蛋白水平明显高于 CN 组(P <0.01),葛根素治

致糖尿病早期肾脏损害的重要因素,减少 AGEs 形成和 TGF-β1

疗后上述指标均明显下降(P <0.01),证明葛根素具有改善糖

的表达可以延缓或阻止 DN 的发生、发展。葛根素在不影响血

尿病早期肾脏病变和降低糖尿病大鼠尿蛋白排泄的作用。

糖水平的情况下仍能明显抑制糖尿病大鼠肾脏 AGEs 的形成,

糖尿病状态下 TGF-β 1 对肾脏结构及功能的影响表现

其抑制 AGEs 形成的作用与抑制 TGF-β1 表达的作用相平行,并

为 ：使 ECM 成分重构及合成增加,使肾小球、肾小管基底膜

可能通过此途径减少 ECM 合成,改善糖尿病大鼠早期肾脏病理

增厚；使硫酸乙酰肝素(HSPG)/Ⅳ型胶原的比率相对减少,从

改变和减轻蛋白尿,说明葛根素具有保护糖尿病肾脏的作用。

而破坏肾小球滤过膜的电荷及分子屏障,导致白蛋白尿；促进

所以,在用强有力的降血糖药物控制血糖的前提下,再联合用

肾小球、肾小管上皮细胞肥大；与肾间质广泛纤维化有关等。

葛根素早期保护糖尿病肾脏,能有效地防治或延缓 DN 的发生、

[7]

[8]

Gilbert 在实验性糖尿病大鼠中观察到,在其肾脏的各个部

发展,是中西医结合防治 DN 的又一条新的途径。

位均有 TGF-β1 表达,在肾皮质的近曲肾小管上皮细胞及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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