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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飞蓟素对四氯化碳致小鼠肝损伤和骨代谢的影响

陈继铭，吴晓静，刘田丰，陈海聪，黄成硕

文题释义：
水飞蓟素：是天然的黄酮木脂素类化合物，系从菊科植物水飞蓟的干燥果实中提取而得到的天然活性物质。该物质能保护肝脏细胞免受
毒性物质侵害；有强力的抗氧化功能，能保护肝脏细胞免受自由基破坏；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加快制造新的肝脏细胞，或令已受损的肝
脏细胞自行修复。另外水飞蓟素具有抗辐射、抗衰老、防治动脉硬化、延缓皮肤老化等功效。
肝性骨病：是慢性肝病者中出现的骨代谢变化，主要表现为骨质疏松症、骨量减低和骨软化症，其中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与肝病严重程
度呈正相关。肝性骨病可继发于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酒精性肝硬化。

摘要
背景：有研究发现，水飞蓟素可以调节多个基因，有助于构建骨骼并防止骨骼流失。在小鼠骨折愈合模型中，水飞蓟素补充剂可通过提
高骨密度和血清碱性磷酸酶和骨钙素水平来改善胫骨愈合。
目的：观察水飞蓟素对四氯化碳致小鼠肝损伤和骨代谢的影响。
方法：普通级昆明种10周龄的小白鼠24只，雌雄各半，按体质量随机分成3组，模型组制备小鼠肝损伤模型：皮下注射体积分数40%的四
氯化碳花生油溶液10 μL/g，首剂加倍，每隔5 d注射1次，然后给予蒸馏水10 mL/(kg•d)灌胃；水飞蓟素组：按模型组同法给予四氯化碳后
给予水飞蓟素溶液50 mg/(kg•d)灌胃；对照组：皮下注射花生油10 μL/g，首剂加倍，每隔5 d注射1次，然后给予蒸馏水10 mL/(kg•d)灌胃；
连续4周，每隔一周称1次体质量；于结束前一天晚上禁食12 h，麻醉小鼠后摘眼球取血，测定血清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活性；取肝脏
检测肝匀浆中丙二醛、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取右侧股骨检测骨钙含量；取右侧胫骨Micro CT检测骨组织结构参数
变化。实验方案经广东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为 PJ2013011)。
结果与结论：①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小鼠谷草转氨酶和谷丙转氨酶活性明显增加(P < 0.05)、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明显降低(P < 
0.05)，骨钙及胫骨骨体积分数、骨组织矿物密度、连接密度明显降低(P < 0.05)，结构模型指数和各向异性的程度明显增加(P < 0.05)，出现
明显的肝损伤、骨量下降及骨微结构受到破坏；与模型组相比，水飞蓟素用药后明显降低谷丙转氨酶活性(P < 0.05)，亦能明显降低结构模
型指数和各向异性的程度(P < 0.05)，使骨小梁结构及走向较为紧密一致，出现明显的网状结构，骨微观结构保持完整；②结果说明，给予
四氯化碳后小鼠出现肝损伤且骨量下降及骨微结构受到破坏，水飞蓟素用药后对四氯化碳致小鼠肝损伤及骨丢失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关键词：水飞蓟素；四氯化碳；骨代谢；肝损伤；小鼠；动物；Micro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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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肝损伤分为 4 种，化学性肝损伤、病理性肝损伤、开放

性肝损伤和闭合性肝损伤。化学性肝损伤是由化学性肝毒性

物质 ( 包括酒精、环境中的化学有毒物质及某些药物 ) 所造

成的肝损伤。四氯化碳模型是经典的化学性肝损伤模型，其

损伤的表现及进程与人类许多肝脏疾病相类似，因此被广泛

应用于肝损伤的病理研究，以及肝保护药物的开发
[1]
。

水飞蓟素系从菊科植物水飞蓟的干燥果实中提取而得到

的天然黄酮木脂素类化合物，具有疏肝利胆和清热解毒的功

效。水飞蓟果实中含有大量的黄酮类化合物、三萜类化合物、

脂肪酸等，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水飞蓟素具有广泛的药理活

性，如抗抗炎、氧化、降血脂、保肝、神经保护以及抗癌等

作用
[2]
。水飞蓟素可通过对肝细胞膜的保护、促进肝细胞的

修复和再生、抗肝纤维化等途径，对四氯化碳、半乳糖胺、

醇类和其他肝毒素造成的肝损害起到保护作用
[3]
。水飞蓟素

可通过抑制一氧化氮的产生和抗还原型谷胱甘肽排空作用、

抗脂质过氧化、清除体内活性氧来保护肝细胞膜
[4-6]

，合成

结构蛋白和 DNA，进行修复受损的肝细胞；通过抑制活性氧

的活性，减轻其介导的肝细胞损伤，抑制肝细胞纤维化的发

生；还具有抗肾小管间质纤维化、抗肿瘤、抗炎、治疗糖尿

病的药理作用
[7-9]

。最近，有研究发现水飞蓟素可以调节多

个基因，有助于构建骨骼并防止骨骼流失
[10]
。在小鼠骨折愈

合模型中，水飞蓟素补充剂可通过提高骨密度和血清碱性磷

酸酶和骨钙素水平来改善胫骨愈合。水飞蓟素还显示出明显

的雌激素抗骨质疏松作用，水飞蓟素似乎在防止骨质流失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可能调节成骨作用，对骨折愈合有

益
[11]
。有研究发现，四氯化碳致肝损伤后的小鼠出现骨质疏

松症状，而水飞蓟素具有护肝作用，同时具有抗骨丢失的作

用
[12]
，但其能否在防御肝损伤中具有预防骨丢失的作用，目

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

实验采用四氯化碳建立小鼠肝损伤的动物模型，观察

与肝损伤血清学指标以及肝匀浆相关的各项抗氧化指标，测

定骨钙含量以及通过 Micro CT 观察小鼠胫骨骨组织结构的参

数，以探讨在肝损伤中骨丢失的情况，并观察水飞蓟素能否

在保护肝脏的同时减少骨丢失，为其应用于肝性骨病的防治

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随机对照动物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8 年 7 至 12 月在广东医科大学

药理教研室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动物   普通级昆明种 10 周龄的小白鼠 24 只，体

质量 (33.12±3.57)g，雌雄各半，由南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

心提供，动物质量合格证为：SCXK( 粤 )2013-0002。
1.3.2   实验用主要药物、仪器与试剂    四氯化碳，分析纯

( 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 )，用食用花生调和油配成体积分

数 40% 的四氯化碳油溶液；水飞蓟素 ( 利加隆胶囊，批号：

H20160336，由德国马博士大药厂提供，规格 140 mg/ 粒 )，
实验时用蒸馏水配制成混悬液；BioTek Synergy 2 多功能酶标

仪 ( 美国伯腾仪器有限公司 )；赛多利斯 BT 25S 电子天平 ( 德
国赛多利斯 )；Eppendorf 5415R 小型高速冷冻离心机 ( 德国

Eppendorf)；电感偶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 ( 美国 TJA 公司 )；
Micro CT仪 (型号viva CT40，SCANCO Medical AG)；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考马斯亮蓝蛋白、丙二醛、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总超氧化物歧化酶试剂盒 (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
1.4   实验方法  

1.4.1   动物分组    实验小鼠按体质量随机分成 3 组：对照组、

模型组和水飞蓟素组，每组 8 只。

1.4.2   四氯化碳致小鼠肝损伤模型的制备   模型组：皮下注

射体积分数 40% 的四氯化碳花生油溶液 (10 μL/g)，首剂加倍，

每隔 5 d 注射 1 次，然后给予蒸馏水 10 mL/(kg•d) 灌胃，连

Abstract
BACKGROUND: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silymarin has a regulatory role in multiple genes, which contributes to bone remodeling and prevents bone loss. In a 
mouse model of fracture healing, silymarin supplementation can improve tibia healing by increasing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serum alkaline phosphatase and 
osteocalcin levels.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ilymarin on liver injury and bone metabolism induced by carbon tetrachloride in mice.
METHODS: Twenty-four common Kunming mice, 10 weeks old, half male and half femal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body mass. 
In the control group,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peanut oil 10 μL/g (double first dose) was given once every 5 days, followed by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10 mL/kg/d distilled water. In the model group, animal models were made by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40% carbon tetrachloride, followed by the same 
treatments as described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silymarin group,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of silymarin solution 50 mg/kg/d was given after modeling. 
Treatments in each group lasted for 4 weeks. Each mouse was weighed every other week and was fasted for 12 hours the night before the final treatment. 
Under anesthesia, the mouse eyeballs were taken and blood sample from each mouse was taken to determine the serum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ctivity; the liver was taken to measure the levels of malondialdehyde, glutathione peroxidase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in the liver 
homogenate; the right femur was taken to measure the bone calcium content; and the right tibia was taken for Micro CT detection to detect the changes in 
bone structure parameters. An approval by the Animal Ethics Committee of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was obtained with an approval No. PJ2013011.
RESULTS AND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activity of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in the mode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glutathione peroxidase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 0.05), bone calcium and tibial bone volume fraction,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connection density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 0.05), structural model index and anisotropy degre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and 
significant liver damage and decreased bone mass and bone microstructure damage were observed.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silymarin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activity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P  < 0.05), and also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structural model index and the degree of anisotropy (P < 0.05), 
making the trabecular bone structure and trend more consistent. There was a clear network structure, and the bone microstructure remained intact.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carbon tetrachloride, the mice suffered liver damage with decreased bone mass and damaged bone microstructure, and silymarin administration 
had a certain preventive effect on liver damage and bone loss caused by carbon tetrachloride in mice.
Key words: silymarin; carbon tetrachloride; bone metabolism; liver injury; mouse; animal; Micro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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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4 周；水飞蓟素组：按模型组同法给予四氯化碳后给予水

飞蓟素溶液 50 mg/(kg•d) 灌胃，连续 4 周；对照组：皮下注

射花生油 (10 μL/g)，首剂加倍，每隔 5 d 注射 1 次，然后给

予蒸馏水 10 mL/(kg•d) 灌胃，连续 4 周。上述的动物饲料条

件均相同，自由进食及饮水，而且每隔 1 周称 1 次体质量。

1.4.3   取材   实验结束前一天晚上禁食 12 h，麻醉后摘眼球取

血，测定血清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活性；取肝脏，测肝

匀浆中丙二醛、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

取右侧股骨，测骨钙含量；取右侧胫骨，进行 Micro CT 检测。

1.4.4   血清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活性的检测   小鼠取血

后于 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得血清，测定血清谷草转

氨酶、谷丙转氨酶活性，具体步骤均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1.4.5   肝匀浆丙二醛、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超氧化物歧化

酶的检测   称取肝脏相同部位 0.2 g，用 1.8 mL 冷的生理盐水

制备成 10% 的肝匀浆，测定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丙二醛和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水平，具体步骤均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1.4.6   股骨骨钙含量检测   取小鼠右侧股骨，干燥后称质量，

然后将骨组织置于 10 mL 安瓿瓶中，加入 6 mol/L HCl 5 mL，
将安瓿瓶口密封后置于烤箱中，108 ℃恒温消化 16 h 后取出

过滤。将滤液稀释后用电感偶合等离子体直读光谱仪测定钙

浓度，根据标准品浓度及样品稀释倍数计算出骨钙的含量。

1.4.7  胫骨 Micro CT 检测   将处理好的小鼠右侧胫骨放入

Micro CT 仪中进行检测。检测条件为：电流 114 μA，电压

70 kVp，扫描时间为 24.8 min( 单层 )，每层扫描 8 根胫骨，

共 3 层，间隔时间为 200 ms，分辨率为中度 (Medium)。进

行角度为 180° 的投射，对同一样品扫描获得 500 张不同截

面的 1 024×1 024 像素的图片，对于胫骨选取距生长板远端       

1 mm，层厚 2 mm 的骨组织为兴趣区域进行三维重建。然后

用 Micro CT 的软件进行定量分析。物理参数分析如下：骨体

积分数 (BV/TV)，骨小梁数量 (Tb.N)，骨小梁分离度 (Tb.Sp)，
骨小梁厚度 (Tb.Th)，骨组织矿物密度 (BMD)、连接密度 (Con.
Dens.)、结构模型指数 (SMI) 以及各向异性的程度 (DA) 等 [12]

。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小鼠血清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活

性；②肝匀浆中丙二醛、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超氧化物歧

化酶水平；③骨钙含量；④胫骨骨组织结构参数变化。

1.6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采用 x-±s 表示，采用 SPSS 13.0 软

件进行 ANOVA 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实验选用小鼠 24 只，分为 3 组，实

验过程中无脱失，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2.2   各组小鼠体质量的变化   见表 1。与对照组相比，模型

组和水飞蓟素组小鼠体质量相差不大 (P > 0.05)，提示模型组

和水飞蓟素组对小鼠的体质量没有影响。对照组实验后体质

量增幅 9.18%，模型组实验后体质量增幅 0.64%，水飞蓟素

组实验后体质量增幅 10.01%。

2.3   各组小鼠转氨酶活性的变化   见表 2。与对照组比较，

模型组小鼠谷草转氨酶和谷丙转氨酶活性明显增加，分别增

加了 42.79%(P < 0.05)、85.48%(P < 0.05)。与模型组相比，水

飞蓟素组的谷丙转氨酶活性下降 27.76%(P < 0.05)，提示水飞

蓟素对小鼠的肝脏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2.4   各组小鼠抗氧化指标的变化   见表 3。与对照组比较，模

型组小鼠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降低了 29.76%(P < 0.05)。
与模型组相比，水飞蓟素组的抗氧化指标水平差异无显著性

意义。

表 1 ｜各组小鼠体质量的变化                           (x-±s，n=6)
Table 1 ｜ Changes in body mass in mice

时间和变化率 对照组 模型组 水飞蓟素组

第 0 周 (g) 32.88±3.03 34.23±4.37 32.26±3.34
第 1 周 (g) 33.96±3.69 33.18±3.48 31.69±3.33
第 2 周 (g) 34.18±4.70 33.08±3.14 32.10±3.33
第 3 周 (g) 33.79±5.10 32.38±3.06 31.69±4.21
第 4 周 (g) 35.90±5.25 34.45±3.92 35.49±5.33
变化率 (%) 9.18 0.64 10.01

实验动物造模过程的相关问题

造模目的： 研究水飞蓟素对四氯化碳致肝损伤小鼠骨代谢的影响

借鉴已有标准实施

动物造模：

参考文献 [10] 制备四氯化碳致小鼠肝损伤模型

模型与所研究疾病

的关系：

四氯化碳经肝细胞代谢生成三氯甲基自由基和氯自由基，它

们可使酶的功能丧失，细胞膜脂质过氧化，最终导致肝细胞

损伤。肝受损后不能合成某些蛋白或是细胞因子，从而影响

体内激素、细胞因子、有毒物质等的代谢，最终影响骨代谢。

故制备更符合四氯化碳致肝损伤的动物模型并考虑到年龄的

影响，实验选用 10 周龄的雌雄各半的成年小鼠作为研究对象

动物来源及品系： 广东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普通级昆明种 10 周龄小白鼠

造模成功评价指标： 小鼠谷草转氨酶和谷丙转氨酶活性明显增加

造模技术描述： 模型组小鼠皮下注射体积分数 40% 的四氯化碳花生油溶液

10 μL/g，首剂加倍，每隔 5 d 注射 1 次，然后给予蒸馏水

10 mL/(kg•d)；灌胃，连续 4 周

造模主要诱导用药： 四氯化碳

造模后实验观察指

标：

①血清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活性；②肝匀浆中丙二醛、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③骨钙含量；

④胫骨骨组织结构参数变化

动物数量及分组方

法：

24 只小鼠按体质量随机分成 3 组，对照组、模型组及水飞蓟

素组，每组 8 只

造模后动物处理 : 实验结束前一天晚上禁食 12 h，麻醉后摘眼球取血，测定血

清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活性；取肝脏，测肝匀浆中丙二醛、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取右侧股骨，

测骨钙含量；取右侧胫骨，进行 Micro CT 检测

伦理委员会批准： 实验方案经广东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 批准号

为 PJ2013011)

表 2 ｜各组小鼠转氨酶活性的变化                   (x-±s，n=8，U/L)
Table 2 ｜ Changes in transaminase activities in mice 

组别 谷草转氨酶 谷丙转氨酶

对照组 6.52±1.13 8.06±0.99
模型组 9.31±1.63a 14.95±3.35a

水飞蓟素组 8.33±1.60a 10.80±2.97ab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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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各组小鼠股骨及骨钙含量的变化   见图 1。与对照组比

较，模型组小鼠股骨干质量及骨钙含量明显降低 (P < 0.05)。
与模型组相比，水飞蓟素组的骨钙含量增加 (P < 0.05)。

2.6   Micro CT 对小鼠胫骨骨组织结构参数的分析  见表 4，

5。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骨体积分数、骨组织矿物密

度、连接密度分别降低了 53.85%(P < 0.05)、44.77%(P < 0.05)、
81.32%(P < 0.05)；结构模型指数和各向异性的程度分别增加了

96.24%(P < 0.05)、31.84%(P < 0.05)，其余指标差异均无显著性

意义。与模型组相比，水飞蓟素组结构模型指数和各向异性

的程度分别降低了 17.81%(P < 0.05)、21.43%(P < 0.05)，其余指

标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提示水飞蓟素对小鼠的骨微观结构

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2.7   各组小鼠胫骨松质骨 Micro CT 的二维图和三维图   见图

2-5。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骨小梁出现了断裂以及变短，

而且很大的间隙出现在中央区域；与模型组相比，水飞蓟素

组的骨小梁结构及走向较为紧密一致，出现明显的网状结构，

表 3 ｜各组小鼠抗氧化指标的变化                       (x-±s，n=8)
Table 3 ｜ Changes in antioxidant indexes in mice 

组别 超氧化物歧化酶
(U/mg)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mol/mg）

丙二醛
(μmol/L)

对照组 45.37±7.84 213.17±41.06 1.77±0.78
模型组 44.40±5.89 149.72±50.27a 2.54±1.18
水飞蓟素组 45.13±11.42 177.69±28.10 2.31±0.72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

对照组        模型组      水飞蓟素组 对照组           模型组        水飞蓟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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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
图 1 ｜各组小鼠股骨干质量及骨钙质量的变化

Figure 1 ｜ Changes in femoral dry mass and bone calcium mass of mice 

图注：图 A 为对照组；B 为模型组；C 为水飞蓟素组。与模型组相比，

水飞蓟素组的骨小梁结构及走向较为紧密一致，出现明显的网状结构，

骨微观结构保持完整

图 2 ｜各组小鼠胫骨的二维结构图

Figure 2 ｜ Two-dimensional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mouse tibia 

图注：图 A 为对照组；B 为模型组；C 为水飞蓟素组；SEG 图反映骨小

梁的数量

图 3 ｜各组小鼠胫骨的 SEG 三维重建图

Figure 3 ｜ The SEG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use tibia 

图注：图 A 为对照组；B 为模型组；C 为水飞蓟素组。TH 图反映骨小梁

的厚度分布情况

图 4 ｜各组小鼠胫骨的 TH 三维重建图

Figure 4 ｜ The TH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use tibia 表 4 ｜各组小鼠胫骨骨体积分数、骨小梁数量、骨小梁分离度及骨小梁
厚度的变化                                           (x-±s，n=8)
Table 4 ｜ Changes in tibial bone volume fraction, number of trabeculae, 
separation of trabecular bone and thickness of trabecular bone in mice

组别 骨体积分数
(1)

骨 小 梁 数 量 
(1/mm)

骨小梁分离度
(mm)

骨小梁厚度
(mm)

对照组 0.13±0.02 1.75±0.37 0.61±0.12 0.07±0.01
模型组 0.06±0.03a 1.47±0.25 0.70±0.19 0.07±0.01
水飞蓟素组 0.08±0.03a 1.58±0.51 0.68±0.09 0.07±0.01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

表 5 ｜各组小鼠胫骨骨组织矿物密度、连接密度、结构模型指数及各向
异性程度的变化                                       (x-±s，n=8)
Table 5 ｜ Changes in bone mineral density, connection density, structural 
model index and degree of anisotropy of the tibia in mice

组别 骨组织矿物密

度 (mg/cm3)
连接密度
(1/mm3)

结构模型

指数 (1)
各向异性的程

度 (1)

对照组 76.97±35.05 21.95±4.60 1.86±0.43 2.23±0.34
模型组 42.51±27.90a 4.10±1.75a 3.65±0.54a 2.94±0.49a

水飞蓟素组 65.40±7.15 7.15±4.13a 3.00±0.60ab 2.31±0.32b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

骨微观结构保持完整，提示水飞蓟素对小鼠的骨微观结构具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图注：图 A 为对照组；B 为模型组；C 为水飞蓟素组。SP 图反映骨小梁

的分离度情况

图 5 ｜各组小鼠胫骨的 SP 三维重建图

Figure 5 ｜ The SP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use tibia

3   讨论   Discussion
皮下注射体积分数 40% 的四氯化碳花生油溶液，四氯

化碳进入小鼠体内，可经肝细胞代谢产生三氯甲基自由基和

氯自由基，该类自由基可产生氧化应激，使酶的功能丧失，

细胞膜脂质过氧化，最终导致肝细胞损伤。肝细胞受损后，

谷丙转氨酶及谷草转氨酶便溢入血液，导致血清中谷丙转氨

酶和谷草转氨酶活性会显著升高，因此谷丙转氨酶、谷草转

氨酶活性可反映肝损伤程度
[13]
。氧化应激参与肝损伤，丙二

醛水平反映机体内脂质过氧化的程度，间接反映了细胞损伤

的程度
[14-15]

。而超氧化物歧化酶对机体的氧化平衡起着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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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能有效清除超氧化物阴离子，保护细胞免受损

伤
[16-17]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作为体内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

能够清除过氧化氢和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保护机体免受

自由基的破坏。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谷胱甘肽能够与自由基

反应，从而降低自由基对肝细胞的损伤作用，当二者含量

降低时会导致过量的自由基不能被清除而引发脂质过氧化

和细胞的坏死
[18]

。因此，检测丙二醛水平及超氧化物歧化酶、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可反映肝损伤的严重程度和氧化

应激水平
[19]
。

肝性骨病是临床常见的疾病，主要表现为骨质疏松症、

骨量减低和骨软化症，其中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与肝病严重

程度呈正相关。骨质疏松主要症状：全身骨量会减少、骨脆

性会增加、骨的微观结构会被破坏、骨强度会降低，而且易

发生骨折等
[20-21]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经四氯化碳造模后，

模型组血清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与正常组相比则明显

下降，而水飞蓟素能降低小鼠血清中丙二醛浓度，增强超氧

化物歧化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表明给予四氯化碳

后，小鼠不能清除过多自由基而出现肝损伤，而水飞蓟素能

够增强酶抗氧化系统中酶的活性，对四氯化碳致肝损伤有一

定的保护作用。研究显示模型组小鼠股骨干质量及骨钙含量

明显降低，说明骨量丢失严重，使用 Micro CT 观察肝损失后

小鼠胫骨，发现模型组小鼠骨体积分数、骨组织矿物密度、

连接密度明显降低，结构模型指数和各向异性的程度明显增

加，证明骨微结构被破坏；从 Micro CT 二维图和三维图亦可

看出，模型组骨小梁出现了断裂以及变短，而且很大的间隙

出现在中央区域，提示用四氯化碳诱导肝损失的同时导致小

鼠骨量下降及骨微结构受到破坏。可能是因为肝受损后不能

合成某些蛋白或是细胞因子，从而影响体内激素、细胞因子、

有毒物质等的代谢，最终影响骨代谢
[12]
。

水飞蓟素是天然的黄酮木脂素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

保肝、抗炎等作用
[22-24]

。研究发现，水飞蓟素在骨质疏松的

预防及治疗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可促进骨生成
[11]
。此次实验

中发现，水飞蓟素可使骨小梁结构及走向较为紧密一致，出

现明显的网状结构，骨微观结构保持完整，提示水飞蓟素对

小鼠的骨微观结构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活性氧族能抑制成

骨细胞的增殖分化，能促进破骨细胞的形成和分化，在骨质

疏松的发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水飞蓟素能降低小鼠血清

中丙二醛浓度，增强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活性，同时能有效提高骨钙含量，保护四氯化碳致肝损伤小

鼠的骨微结构较完整性，可能水飞蓟素缓解骨丢失与氧化应

激途径相关，具体机制有待下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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