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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 论 

目前用于体外抗肿瘤药物筛选的经典检测方法 

为 MTT法，本实验采用 Alamar Blue法。Alamar 

Blue是一种安全、稳定于培养液中、无毒的水溶性染 

料，可通过荧光产生或颜色变化指示细胞的代谢。该 

法与 MTT法相比，具有对细胞毒性小、对样品破坏 

小、试剂用量少、操作简单、可快速测定大量样本、特 

异性高、灵敏度高、重复性好等优点[4 ]。实验中选择 

造血干细胞不同分化来源的白血病细胞及淋巴系统 

疾病的非实体肿瘤细胞株，对洱海南星的地上部分果 

实的提取物进行体外活性筛选『6]，发现不同极性部位 

的洱海南星果实提取物抑制细胞增殖的程度不同，脂 

溶性的石油醚、乙酸乙酯部位有抑制细胞增殖作用， 

洱海南星果实水提物对部分细胞株有抑制增殖的作 

用。日本学者曾从天南星果实中分离到秋水仙碱[7]， 

该成分早期曾作为抗肿瘤的药物应用于临床。由于 

地域及种属差异，本实验选用云南产洱海南星进行抗 

肿瘤活性筛选，至于该种是否含有该类生物碱成分， 

还是洱海南星果实中含有的其他生物碱成分有抗肿 

瘤活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为洱海南星果实临床上抗非实体肿瘤的 

应用及洱海南星果实抗肿瘤活性成分分离筛选提供 

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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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皮素治疗大鼠急性痛风性关节炎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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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槲皮素对尿酸钠致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大鼠踝关节肿胀度的影响，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大 

鼠右后肢踝关节腔内注射尿酸钠溶液制备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缚线法测定大鼠不同时相踝关节肿胀度，比色法测定大鼠血 

清、肝脏、脾脏和滑膜中MDA和 N0含量以及 S0D、GSH-pX、CAT等活性。结果 槲皮素能够显著抑制痛风性关节炎大鼠踝 

关节肿胀度，降低 N0和 MDA水平，提高组织中S0D、CAT和GSH—PX活性。结论 槲皮素具有抗痛风性关节炎作用，其作用 

与抗炎和抗氧化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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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i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quercetin on monosodium urate crysta卜induced inflammation rats。as well as the 

swelling of joint，and tO explore its mechanism of action．Methods Inflammation was induced by intra-articular injection of monoso— 

dium urate crystal suspension inside the ankle joint of the right hind limb．The inflammation was quantified by measuring the circ- 

umference of thejoint with a tie line method．The tissue homogenate of spleen，liver-synovial tissue ofjoint and serum was used for 

assaying the contents of NO，MDA and activities of SOD，GSH—PX，CA with colorimetry．Result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quercetin had a significant dose-dependent inhibitory effect on edema in gouty arthritis rats．This effect correlated with decreased 

levels of NO and MDA，and the increased activities of SOD。CAT and GSH—PX in organization．Conclusion The present results in— 

dicated that quercetin has an effect on acute gouty arthritis and its role associated with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oxidant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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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风性关节炎(gouty arthritis，GA)是 由于血液 

尿酸增高 ，尿酸盐结晶(monosodium urate crystals， 

MSU)沉积在关节囊、滑膜、软骨、骨质等关节组织， 

刺激关节而引起的关节滑膜及周围组织病损及炎症 

反应。痛风性关节炎发作时，有明显的红、肿、热、痛 

炎症反应及活动障碍，常有家族和遗传因素，是 4O岁 

以上男性的常见病，女性多数于绝经期后，发病率随 

年龄而增加[1]。目前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药物如非 

甾体类抗炎药普遍具有骨髓抑制、肝细胞损害、胃肠 

出血等毒性和不良反应，限制了临床应用r2]。因此， 

从天然产物中发现能够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高效低 

毒药物具有重要意义。黄酮类化合物槲皮素(querce— 

tin，3，3 ，4 ，5，7-pentahydroxyflavone)作 为一个 典 

型的多酚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抗病毒、抗炎、抗氧化 

和凋亡诱导等生物活性[3 ]。有研究表明，槲皮素对 

大鼠慢性佐剂性关节炎具有明显的抗炎作用，能够显 

著降低腹膜巨噬细胞产生的白细胞介素 IL一15(inter— 

leukin-lp)、肿瘤坏死 因子 TNF— (tumor necrosis 

factor—a)和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NO)等炎性介质 

的水平[5]。关节的炎症与氧化应激反应相互促进 ：关 

节的炎症可产生大量的活性氧自由基，而大量的氧自 

由基则是炎症长期持续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是 

炎症发生、发展的重要病理机制之一l1]。本研究的目 

的是观察槲皮素给药后对尿酸钠诱导的急性痛风性关 

节炎模型大鼠踝关节肿胀度的影响，测定血清、肝脏、 

脾脏和滑膜中 No、丙二醛(MDA)以及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过氧化氢酶(CAT)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GsH—PX)活性，探讨其抗炎和抗氧化作用机制。 

1 仪器与材料 

1．1 仪器 Sartorius电子分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 

天平公司)；Biofuge Primo R多用途台式高速离心机 

(德国 Heraeus公司)；FJ-200高速分散均质机(上海 

标本模型厂)；RT一9600半 自动生化分析仪(深圳雷杜 

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1．2 实验动物 雄性 SD大鼠，体质量 200±2O g， 

购自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合格证号： 

SCXK(军)字第 2007—007号。 

1．3 试药 槲皮素(quercetin)购自陕西慈缘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质量分数> 98 )；吲哚美辛肠溶片(in— 

domethacin，山西 云 鹏 制 药 有 限 公 司，国药 准 字 

H4020771)；尿酸钠(uric acid sodium salt，美 国 Sig— 

ma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丙二醛(MDA)、一 

氧化氮(NO)、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GSH—PX)和过氧化氢酶(CAT)试剂盒均购 

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2 方法 

2．1 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的建立 各组大 鼠仰卧 

固定，碘伏消毒右后肢小腿踝关节，用 6号注射针在 

大鼠右后肢踝关节背后从 45度方向插入至胫骨肌腱 

内侧，感觉有落空感后，注入 30 g·L- 尿酸钠溶液 

100 L，以关节囊对侧鼓起为注入标准，制备急性痛 

风性关节炎模型。空白对照组右后肢踝关节注射等 

体积生理盐水。造模后 2，4，8，12，24和 48 h用缚线 

法测取右后肢小腿踝关节同一部位周径，计算肿胀 

率：肿胀率( )一(致炎后踝关节周径一致炎前踝关 

节周径)／致炎前踝关节周径 ×100 

2．2 给 药方式 将大 鼠随机分为 6组，每组 8只。 

分别为空白对照组、模型组、阳性对照吲哚美辛组和 

槲皮素低、中、高剂量组。空白对照组和模型组给予 

蒸馏水灌胃，连续 7 d。槲皮素低、中、高剂量组分别 

给 100，200和 400 mg·kg 灌 胃，连续 7 d。吲哚美 

辛组给 3．0 mg·kg 灌胃，连续 7 d。根据每次给药 

前的动物体质量计算给药容积(10 mL·kg )。第 5 

天给药后 1 h造模。 

2．3 对模型大鼠血清、肝脏、脾脏和关节滑膜抗氧化 

能力的分析 造模后 48 h用 30 g·L 戊巴比妥钠 

0．4 mL腹腔注射麻醉大 鼠后腹 主静脉取血 ，室温下 

放置 l h后 ，3 500 r·min 离心 12 min，取上清一70 

℃冰箱冻存待测。腹主静脉取血后脱颈处死各组大 

鼠，以右后肢踝关节为中心上下 0．5 cm处剪断，取下 

受试关节及周围软组织，在冰盘上切开踝关节囊，快 

速切取关节囊、滑膜等组织，称质量，按 1：9比例加 

生理盐水稀释 ，匀浆，4℃条件下 12 000 r·rain 离 

心 30 min，取上清液，分装于Ep管中，于一7O℃冰箱保 

存待测。迅速取出肝脏、脾脏称质量，按 1：9比例加生 

理盐水稀释，4。C匀浆，4℃条件下12 000 r·rain 离心 

30 rain，取上清液分装于 Ep管中，于一7O℃冰箱保 

存待测。采用比色法测定抗氧化能力等指标，严格按 

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2．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3．0统计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所有计量资料用 z±s表示。多组 

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2组间均数比较采 

用 t检验 。 

3 结果 

3．1 槲皮素对尿酸钠诱导的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 

大鼠踝关节肿胀度的影响 尿酸钠诱导的急性痛风 

性关节炎模型大鼠踝关节肿胀度在造模后均明显增 

加 ，模型组与空白对照组相 比，各时间点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0．01)，说明造模成功(图 1)。各造模 

组踝关节在 8～24 h肿胀最为明显，48 h肿胀开始明 

显减轻。槲皮素(100，200和 400 mg·kg )和吲哚 

美辛(3．0 mg·kg )给药组在 2～24 h与模型组相 

比较，均能显著降低踝关节肿胀度(P d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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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组 

模型组 

喙 美 辛 (30 mg·kg ) 

瘦素 (100 m8-k8 ) 

槲皮素 (200 mg·kg ) 

槲皮寨 (400 m8·kg- ) 

2 4 8 12 24 48 

时 间，ll 

图 1 槲皮素对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大鼠踝关节肿胀度的 

影响(x+s。，l=8) 

注：与模型组比较 <O．05， <O．01 

Fig．1 Effect of quercetin on ankle joint edema in gouty arthritis 

rats( 士 s，n----8) 

note： < O．05， < O．01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s 

3。2 槲皮素对尿酸钠诱导的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 

大鼠 NO水平和脂质过氧化程度的影响 结果见表 

1。与空白对照组相 比，模型组血清、肝脏、脾脏和滑 

膜中N0和 MDA水平都显著升高(P<O．05或 P< 

o．01)。槲皮素(100，200和 400 mg·kg )和吲哚 

美辛(3．0 mg·kg )给药组能够显著降低 NO和 

MDA水平(与模型组比较，P<0．05或 P<0．01)， 

并接近正常水平。 

表 1 槲皮素 对急性痛风 性关节炎模型 大鼠 NO水 平和脂质 

过氧化程度的影响 ( 士s。n=8) 

Tab．1 Effect of quercetin On levels of NO and lipid peroxidation 

in gouty arthritis rats( 士s。n=8) 

注 ：与模型组 比较 ．P< 0．05，”P<O．01 

3．3 槲皮素对尿酸钠诱导的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 

大鼠抗氧化酶活性的影响 结果见表 2。与空白对 

照组相比，模型组血清、肝脏、脾脏和滑膜中 SOD、 

CAT和 GSH—Px水平都显著降低(P<0．05或 P< 

0．01)，槲皮素(100，200和 400 mg·kg )和吲哚美 

辛(3．0 mg·kg )给药组能够显著升高这 3种抗氧 

化酶水平(与模型组比较，P<0．05或 P<0．01)。，并 

接近正常水平。 

表 2 槲皮素对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大鼠抗氧化酶活性的 

影响I 士s。u=8) ， 

Tab．2 Effect of quercetin onI enzyme anti-oxidant status in gouty 

arthritis rats(x士S-n=8) 

注 ：-ff模 型组 比较 <0．05，。 <O．01 

4 讨论 

大鼠关节腔内注入尿酸钠晶体造成急性痛风性 

关节炎病变模型，其病理表现与临床极为相似：中性 

粒细胞侵入关节腔，积聚在关节液和滑膜，其中一小 

部分活跃的细胞吞噬尿酸单钠结晶并且释放趋化和 

扩大炎症反应的介质。同时关节滑膜衬里增生和肥 

厚，关节液量增加I6 ]。本研究发现，槲皮素能够显著 

抑制急性痛风性关节炎模型大鼠踝关节肿胀度，并呈 

剂量相关性，这表明槲皮素给药后能够显著减少模型 

大鼠关节腔内关节液的容积，减轻炎症反应。 

MSU沉积后激活炎症反应，同时关节内也存在 

着氧化应激，有大量氧自由基如一氧化氮的生成及脂 

质过氧化代谢产物的产生，均导致关节的损伤，促使 

关节出现剧烈疼痛、红肿和功能障碍 ]。NO是一种 

新型的细胞信使分子和氧自由基，作为一种炎症介质 

直接参与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的病理过程，是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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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软骨破坏的重要介质Lg]。MDA是机体脂质受 

自由基攻击后产生的过氧化产物，其含量可代表脂质 

过氧化(LOP)水平，间接反映细胞损伤的程度 。抗氧 

化系统中酶性清除剂包括 SOD、CAT和 GSH-PX， 

它们是超氧阴离子的清除剂和羟自由基的清除剂，是 
一 种内源性抗炎因子，是机体抗氧化损伤的一种十分 

重要的金属酶，具有强烈 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清除来 

源于活性氧的自由基，保护细胞膜性结构免受 自由基 

损伤[1 。因此，测定 NO、MDA和 S0D等的含量可 

间接地反映体内氧自由基的高低以及炎症和细胞损 

伤的严重程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槲皮素能够显著抑制痛风性关 

节炎大鼠踝关节肿胀度，降低 NO水平和机体脂质过 

氧化程度(MDA)，提高机体抗氧化酶活性(SOD， 

cAT和 GSH—PX)。槲皮素通过抗炎和抗氧化作用 

表现出很强的治疗痛风性关节炎作用，有可能成为新 

的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有效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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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一吡啶基一Ⅳ-氧化物)二硫化物对 K562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王彩 霞 ，张兴荣 (1．甘肃省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兰州 730050；2．甘肃省靖远煤业集团公司总医院，白银 730900) 

摘要：目的 研究二(2一吡啶基一N．氧化物)二硫化物(L)对 K562细胞增殖的影响。方法 应用 MTT比色法检测L对 K562细胞 

增殖的影响；应用透射电镜检测 L对K562细胞凋亡形态学的影响；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L对 K562细胞周期的影响。结果 L 

可抑制 K562细胞的增殖，呈现浓度依赖性；L可使 K562细胞呈现凋亡形态学特征；L可使 K562细胞周期发生阻滞。结论 L 

在体外具有抑制 K562细胞增殖的作用。 

关键词：二(2一吡啶基一N．氧化物)二硫化物；K562细胞；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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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2-pyridyi-N-oxide)disulphide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of K562 cells in vitro 

WANG Caixia 。ZHANG Xingrong (1．Lanzhou First People s Hospital，Lanzhou 730050，China；2．Jingyuan Coal Mining Hospi 

tal。Baiyin 7309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bis(2-pyridyl-N-oxide)disulphide on K562 cells．Methods Cell viability was 

determined bv MTT assay．Intracellular morphology was observ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Cel1 cycle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Results Bis(2-pyridyl-N-oxide)disulphide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K562 cells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 

manner．Bis(2-pyridyl-N-oxideldisulphide induced the apoptotic morphology and an arrest of cell cycle in K562 cells．Conclusion 

Bis(2-pyridyl-N-oxide)disulphide inhibits the proliferation of K562 Cells in vitro． 

Key words：bis(2-pyridyl-N-oxide)disulphide；K562 cells；prolif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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