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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姜黄素可注射微球延缓椎间盘的退变

文题释义：

微球：是用特定材料如明胶、聚乳酸、蛋白制备的微小球状分散体系的统称，其作为一种组织工程学载体可用以负载药物、因子在特定部

位实现缓释，达到治疗目的。

姜黄素：是从传统中药材姜黄中提取的一种二酮类化合物，其分子中含有羟基、羰基等活性基团，被证实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等作

用，生物安全性高，应用前景广阔。

摘要

背景：椎间盘退变机制复杂，炎症通路激活、炎症因子泛滥、活性氧过度积累等均可加速椎间盘退变进程。姜黄素是从中药材姜黄中提取

的天然药物，具有抑制炎症、抗氧化应激等药理作用。 
目的：探讨负载姜黄素的缓释微球局部注射延缓大鼠椎间盘退变的疗效。 
方法：①采用微流控技术制备负载姜黄素的甲基丙烯酸酰化明胶缓释微球，评估其体外释药和降解情况；②将缓释微球与未载药微球分别

与髓核细胞共培养，以单独培养的细胞为对照，将3组细胞分别培养于正常环境和氧化应激环境(加入H2O2)中，通过CCK-8、活/死染色实验

评估细胞的活性与增殖情况，qRT-PCR实验检测相关因子的表达水平；③将30只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退变组、未载药微球组、姜黄素

组、缓释微球组，每组6只，在大鼠尾椎7-8和8-9节段经皮穿刺建立椎间盘退变模型，未载药微球组、姜黄素组、缓释微球组退变的椎间

盘内注射对应的溶液。4周后，通过影像学与组织学观察椎间盘组织结构改变。 
结果与结论：①缓释微球可缓慢持续释放姜黄素，至28 d时释放姜黄素总量为(84.11±2.71)%；在含有胶原酶的PBS中，缓释微球质量逐渐

减小，至第5周时消失。②CCK-8和活/死染色实验显示，在正常环境下，缓释微球不会影响髓核细胞的增殖活力；在氧化应激环境下，相

比未载药微球，缓释微球可维持髓核细胞的增殖活力。qRT-PCR实验显示，相较于正常环境，氧化应激环境激活了髓核细胞中多种炎症因

子mRNA的过量表达；在氧化应激环境下，相较于未载药微球组与对照组，缓释微球组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及基

质金属蛋白酶3的mRNA表达降低，Ⅱ型胶原和蛋白聚糖的mRNA表达升高。③动物体内实验结果显示，未载药微球组4周后的影像学与组

织学评估与退变组比较无明显差异；姜黄素组的椎间隙高度及MRI评分在第1周时较退变组和未载药微球组虽有一定程度改善，但在第4周
时其影像学与组织学评估均不如缓释微球组。④结果表明，姜黄素缓释微球能够抑制H2O2诱导的髓核细胞凋亡、延缓椎间盘退变进程，其

机制与抑制核因子κB通路、降低氧化应激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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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mechanism of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is complicated. The activation of inflammatory pathways, the proliferation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the excessive accumul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can all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Curcumin is a natural drug 
extracted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rcuma, which has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such as inhibiting inflammation, antioxidant stres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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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腰痛严重影响人们工作和生活并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

[1]
，

椎间盘退变是引起腰痛的重要原因之一。椎间盘退变主要表

现为椎间盘内环境稳态失衡及细胞外基质进行性丢失，组织

结构遭到破坏而无法维持正常生理功能，最终导致脊柱退行

性改变
[2]
。椎间盘内无血管结构，其内部物质交换只能通过

软骨终板微孔的弥散作用进行，一旦发生退变自身难以修 

复
[3]
。炎症信号通路激活、炎症因子泛滥、活性氧过度积累

等均可导致椎间盘内环境失衡
[4]
，通过药物阻止上述病理过

程成为研究的热点
[5]
。

姜黄素是从姜黄根茎中提取出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

炎、抗氧化应激、抗肿瘤、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等药理活性
[6]
。

有研究证实，姜黄素通过抑制核因子 κB 通路激活
[7]
、降低

组织内活性氧水平等方式延缓椎间盘退变进程
[8]
。目前限制

姜黄素临床应用的主要原因是其水溶性差、稳定性差、生物

利用度低
[9]
，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可采用药物递送系统如脂

质体、纳米粒、水凝胶等将姜黄素包埋其中，提高姜黄素溶

解度与稳定性
[10]
。牛血清白蛋白作为生物载体之一，以其低

抗原性、生物可降解性等特性而受到广泛关注
[11]
。研究人员

通过合成姜黄素共轭牛血清白蛋白纳米粒来实现姜黄素的递

送
[12]
，而 FAN 等

[13]
通过美拉德反应将葡聚糖枝接至牛血清

白蛋白上提供足够的空间位阻，使用自组装方法制备的牛血

清白蛋白 - 葡聚糖 - 姜黄素纳米颗粒具备了更高的稳定性和

抗氧化活性。

甲基丙烯酸酰化明胶由明胶和甲基丙烯酸酐聚合而成，

具有优异的可塑性和生物相容性，是组织工程学领域的热门

载体
[14]
。通过微流控技术将甲基丙烯酸酰化明胶水凝胶制成

微米级的微球，进而使用微量注射器注射至椎间盘组织内实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urative effect of local injection of curcumin loaded sustained-release microspheres on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in rats.
METHODS: (1) Sustained release microspheres loaded with curcumin nanoparticles were prepared by microfluidic technology. The drug release and 
degradation were evaluated in vitro. (2) Sustained-release microspheres and unloaded microspheres were co-cultured with nucleus pulposus cells in vitro. 
Cells cultured alone were used as controls. The three groups of cells were cultured in normal environment and oxidative stress environment (adding H2O2). 
The activity and proliferation of nucleus pulposus cells were evaluated by CCK-8 assay and live/dead staining.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related factors were 
analyzed by qRT-PCR. (3) A total of 30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degeneration group, unloaded microsphere group, curcumin group 
and sustained-release microsphere group (n=6 per group). The models of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were established by percutaneous puncture in the 
7-8 and 8-9 segments of the caudal vertebra of the rats.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were injected into the degenerated intervertebral discs in the unloaded 
microsphere group, the curcumin group, and the sustained-release microsphere group. After 4 weeks, the changes of intervertebral disc tissue structure were 
observed by imaging and histolog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sustained-release microspheres could slowly and continuously release curcumin,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curcumin 
released was (84.11±2.71)% at 28 days. In PBS containing collagenase, the mass of the sustained-release microspheres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disappeared 
at the 5th week. (2) The results of CCK-8 assay and live/dead staining indicated that the sustained-release microspheres did not reduce the proliferation ability 
of nucleus pulposus cells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and could maintain the proliferation activity of nucleus pulposus cells under oxidative stress compared 
with unloaded microspheres. qRT-PCR experiments indicat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environment, the oxidative stress environment activated the 
overexpression of mRNA of various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nucleus pulposus cells. Under oxidative stress, the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interleukin-1β, interleukin-6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3 in the sustained-release microsphere group were decreased and mRNA expression of type 
II collagen and proteoglycan was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unloaded microspher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3) The results of animal in vivo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imaging and histological evaluation of the unloaded microsphere group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degeneration group 
after 4 weeks. The intervertebral space height and MRI score of the curcumin group were improved to a certain extent compared with the degeneration group 
and the unloaded microsphere group at 1 week, but the imaging and histological evaluations at 4 weeks were not as good as those of the sustained-release 
microsphere group. (4) In conclusion, curcumin sustained-release microspheres could inhibit the apoptosis of nucleus pulposus cells induced by H2O2 and 
retard the progression of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Its mechanism is associated with inhibiting the nuclear factor κB pathway and reducing the level of 
oxidative stress. 
Key words: microfluidic technology; nanoparticle; microsphere; freeze-drying; curcumin; intervertebral disc degeneration; gelatin methacrylo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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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微创应用
[15]
。微流控技术通过调整各通道的直径和流速获

得特定尺寸范围的单分散微球
[16]
，相对温和的制造条件不会

破坏包载药物的活性
[17]
。冻干后的甲基丙烯酸酰化明胶微球

表面孔隙丰富
[18]
，不仅利于细胞的黏附增殖，同时可提升姜

黄素的生物利用度。

此次实验采用了一种简便有效的策略，首先将姜黄素组

装至枝接有葡聚糖的牛血清白蛋白中形成稳定的纳米粒，进

一步利用甲基丙烯酸酰化明胶水凝胶将姜黄素纳米粒固定于

水凝胶基质网络中，生产用于延缓椎间盘退变的姜黄素缓释

微球；通过体外髓核细胞实验验证其抗炎、抗氧化性能，最

终注射至大鼠退变椎间盘内，利用影像学、组织学等评估姜

黄素缓释微球对于退变椎间盘组织的治疗效果。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体外细胞培养实验，随机对照动物体内实验，组

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20 年 1-10 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骨科研究所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动物    雄性 SD 大鼠 32 只，清洁级，3 月龄，体

质量 350-400 g，购自苏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饲养于室温

20-26 ℃、相对湿度为 40%-70% 的环境中。所有的外科手术

以及动物喂养的方案均按照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的方案进行。

1.3.2    主要药物与试剂    葡聚糖、姜黄素、肉豆蔻酸异丙酯

( 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牛血清白蛋白、Live/Dead 染色试

剂盒 ( 北京索莱宝生物公司 )；甲基丙烯酸酐化明胶 ( 苏州

永沁泉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H2O2( 国药集团上海化学试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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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司盘 80、透析袋光引发剂、( 美国 Sigma 公司 )；
FTIC-BSA( 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Trizol 溶液 ( 上海

碧云天有限公司 )；F12-DMEM 培养基、胎牛血清、双抗混合

液、胰蛋白酶 ( 美国 Gibco 公司 )；CCK-8 试剂盒 ( 日本东仁

生物公司 )；反转录试剂盒 ( 日本 Takara 公司 )；甲醛溶液、

EDTA 脱钙溶液 ( 中国上海源叶生物有限公司 )；兔抗大鼠肿

瘤坏死因子 α 抗体、兔抗大鼠Ⅱ型胶原抗体 ( 美国 Abcam 公

司 )。
1.3.3    主要仪器    微流控装置 (Longer)；细胞培养箱 (Thermo)；

荧光显微镜、倒置显微镜、石蜡包埋机 (Leica)；真空冷冻干

燥器 (Christ)；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FTIR(Nicolet)；高速离心机

(Eppendorf)、扫描电子显微镜 (Hitachi)；紫外可见分光光度

计 ( 天津津维 )、X 射线机 ( 美国 GE)；核磁共振仪器 ( 美国

GE-HDx1.5T)。
1.4   实验方法   

1.4.1   姜黄素纳米粒及缓释微球的制备    将牛血清白蛋白 

(20 g/L) 和葡聚糖 (40 g/L) 溶解于去离子水中，pH 值调至 7。

样品冻干后，置于干燥器中 60 ℃孵育 24 h，生成葡聚糖糖

基化牛血清白蛋白。将姜黄素 (5.0 g/L) 溶解于乙醇中，以 

1 ∶ 25 的体积比添加到牛血清白蛋白 - 葡聚糖缀合物 (5 g/L) 

溶液中，匀浆器混合 3 min 后，调 pH 值至 5.2；80 ℃加热

30 min，得到负载姜黄素的牛血清白蛋白 - 葡聚糖纳米粒悬

液，8 000×g 离心 10 min，去除游离姜黄素沉淀并冻干。

通过微流控技术制备缓释微球
[17]
。将水相 ( 去离子水，

含质量分数 5% 甲基丙烯酸酰化明胶、质量分数 2.5% 姜黄素

纳米粒和质量分数 0.5% 光引发剂 ) 和油相 ( 含质量分数 5%

司盘 80 的肉豆蔻酸异丙酯 ) 分别从 2 个注射器注入微流控

装置，水相流速设为 20 μL/min，油相流速为 600 μL/min。

产生的球状微滴在蓝光照射下光交联固化，形成固态微球
[18]
。

收集上述微球，用 PBS 反复洗涤去除表面活性剂，纯化后的

微球冻干得姜黄素缓释微球。水相不添加姜黄素纳米粒即获

得未载药微球。使用异硫氰酸荧光素标记的牛血清白蛋白替

代上述流程中的普通牛血清白蛋白，可得载荧光纳米粒微球。

1.4.2    纳米粒与缓释微球表征及评估

表征：通过粒度分析仪分析姜黄素纳米粒的粒径分布。

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检测纳米粒的化学键，分辨率设为

4 cm-1
，范围为 500-4 000 cm-1

。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微球形态

及大小，荧光显微镜下拍摄载有荧光纳米粒的缓释微球。将

冻干后的纳米粒、微球置于电镜样品台导电胶上，表面喷金

后放入扫描电镜内，观察纳米粒、微球形态并拍照。

缓释微球的包封率及载药量测定：将 2 mg 缓释微球

重悬于 2 mL 丙酮中，超声处理 20 min，置于摇床培养箱中 

37 ℃摇动 24 h，18 000 r/min 离心 30 min 弃去沉淀。上清液

置于透析袋 ( 截留分子质量 12 kD) 中，在 PBS 中透析 24 h，

收集透析袋外的液体，使用 UV-Vis 光谱在 425 nm 处测量吸

光度值
[19]
，通过标准曲线方程计算姜黄素含量

[20]
。测量重

复 3 次。包封率 = 微球中的姜黄素总质量 / 最初加入的姜黄

素总质量 ×100%。载药率 = 微球中的姜黄素总质量 / 微球总

质量 ×100%。 

缓释微球体外药物释放测定：将缓释微球悬浮溶液转移

到透析袋中 (截留分子质量 12 kD)，随后置于 40 mL的 PBS中，

37 ℃下搅拌 (100 r/min) 孵育。在不同的时间间隔取出透析

液 (2 mL)，随后补充等量的新鲜 PBS。然后，在 425 nm 处测

量透析液的吸光度值，并通过姜黄素的标准曲线进行计算，

绘制释放曲线。

缓释微球体外降解测定：称量 100 mg 缓释微球投入

含有 0.1 μmol/L Ⅱ型胶原酶的 PBS(pH=7.4，5 mL) 中，置于

恒温摇床 (37 ℃，80 r/min) 中。每 3 d 更换含Ⅱ型胶原酶的

PBS 溶液。在指定的时间点收集微球，洗涤后冻干称质量，

计算降解率。降解率 BP(%)=(m0-mt)/m0×100%，其中 m0 是降

解前初始质量，mt 是指一定时间后的样品质量。

1.4.3    髓核细胞的分离培养    参照王厚磊等
[21]

的方法分离培

养髓核细胞。取 2 只 3 月龄 SD 大鼠，使用 3% 戊巴比妥钠

过量麻醉处死后，无菌条件下分离尾椎骨并取出髓核组织，

置于 0.1% 的Ⅱ型胶原酶中消化 3 h。悬浮液用滤网过滤后，

1 000 r/min 离心 5 min，弃上清；无菌 PBS 洗涤 3 次，加入

F12-DMEM 完全培养基，置于细胞培养箱中培养。每 72 h 更

换培养基，当细胞融合度至 80% 左右时传代。实验采用的髓

核细胞为 2-4 代 (P2-P4)。
1.4.4    体外细胞实验

微球与髓核细胞共培养：冻干后的未载药微球和姜黄

素缓释微球辐照灭菌后，使用 F12-DMEM 完全培养基重悬。

将髓核细胞重悬后计数 3 次，取 1 mL 的悬液 ( 含有 6×106
细

胞 ) 滴入 1 mL 上述微球溶液中，适当搅拌使微球充分吸附细

胞，置于细胞培养箱中共培养 3 h[22]
。吸去未吸附的细胞后，

使用 F12-DMEM 完全培养基将载有细胞的微球重悬，接种至

24 孔板进行后续实验。

细胞增殖实验：①首先评估各浓度下姜黄素对细胞的

毒性作用。96 孔板中每孔加入 100 μL 髓核细胞，细胞浓度

4×107 L-1
，待细胞贴壁后分别加入由 F12-DMEM 培养基配置

的姜黄素溶液至 500 μL，姜黄素终浓度分别为 0，1，10，
20，40，60，100 μmol/L，培养 24 h，用 CCK-8 试剂盒测定

各浓度姜黄素下的细胞增殖情况。②评估髓核细胞处于氧化

应激环境下在两种微球上的增殖能力。将适量的两种微球分

别置于 96 孔板孔底，每孔中加入 500 μL 细胞悬液，细胞浓

度 4×107 L-1
，孵育 6 h；在其中一部分 96 孔板内，每孔加入

50 μmol/L 的 H2O2 模拟氧化应激环境，剩余的 96 孔板在正常

环境下继续培养。两种环境下均以单独培养的细胞为对照。

培养 1，3，7 d 后，采用 CCK-8 试剂盒测定髓核细胞的增殖

情况。按说明书描述方法配置 CCK-8 工作液，即 1 ∶ 10 比

例混合 CCK-8 溶液和 F12-DMEM 培养基，吸去培养液后 PBS

洗涤 3 次，每孔滴加 100 μL CCK-8 工作液，移至培养箱中避

光孵育 2 h，用酶标仪测定吸光度值，波长设为 450 nm。

细胞活性实验：通过活 / 死染色试剂盒对不同环境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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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微球上的髓核细胞进行活 / 死染色。将上述接种至 24

孔板中的载髓核细胞微球 ( 每孔 20 个微球，共 400 μL) 在正

常环境及氧化应激环境下培养 3 d 后，配置活 / 死染色工作

染液 ( 每 2 mL PBS 溶液中加入 1 μL A 液与 2 μL B 液 )，每孔

加入工作染液 200 μL 后避光孵育 1 h。吸去染液后，倒置荧

光显微镜下观察细胞活性状态，绿色荧光为活细胞，红色荧

光为死细胞。

qRT-PCR 分析：载细胞微球在正常环境及氧化应激环境

下培养干预 5 d 后，通过 qRT-PCR 检测肿瘤坏死因子 α、白

细胞介素 6、白细胞介素 1β、基质金属蛋白酶 3、Ⅱ型胶原、

蛋白聚糖和的基因表达量。使用甲基丙烯酸酰化明胶裂解液

裂解微球，1 200 r/min 离心 5 min，弃上清液得细胞沉淀，

每孔细胞沉淀加入 1 mL Trizol 充分裂解，采用 Trizol 法提取

RNA，并测定 RNA 浓度。随后进行反转录反应
[23]
，反应条

件为：42 ℃进行 15 min，95 ℃进行 3 min。反应结束后进行

qRT-PCR 分析，检测上述基因表达量，按试剂盒说明书配置

PCR 反应体系上机检测，反应条件：95 ℃ 30 s，95 ℃ 5 s，
60 ℃ 30 s，重复 40 个循环。以 GAPDH 为内参基因，采用 2-ΔΔCt

法计算各基因相对表达水平。引物序列见表 1。

组椎间盘 DHI 与正常组椎间盘 DHI 的比值
[27]
。使用 MRI 仪

获取大鼠椎间盘矢状面 T2 加权信号图像，由对实验不知情

的影像科医师对髓核 T2 信号强度分级评分，评估依据为改

良 Thomson 分类法，其分级标准如下：Ⅰ级，正常，1 分；

Ⅱ级，非常小信号强度下降，但是可见的高信号区域面积的

减小，2 分；Ⅲ级，中等强度的信号减弱，3 分；Ⅳ级，严

重的信号强度的下降，4 分。

组织学评估：术后 4 周对大鼠实施安乐死，无菌条件

下手术分离获取对应椎间盘组织，置于甲醛中固定，脱钙

完成后石蜡包埋切片，厚度为 5 μm，进行苏木精 - 伊红染

色与番红 O- 固绿染色，评估椎间盘组织结构改变
[28]
。采用 

Masuda 方法进行组织学分级
[29]
，评分最低 4 分，为正常椎

间盘；最高 12 分，为严重退变椎间盘。

免疫组化分析：通过免疫组化染色评估肿瘤坏死因子 α、

Ⅱ型胶原在大鼠椎间盘内的改变。上述切片经抗原修复后，

置于过氧化氢溶液中室温避光孵育，PBS 清洗后置于 3%BSA

溶液中封闭处理。加入相应一抗 ( 兔抗大鼠肿瘤坏死因子 α

抗体、兔抗大鼠Ⅱ型胶原抗体，1 ∶ 200 稀释 ) 室温孵育，

PBS 清洗后加入 HRP 标记的特异性二抗 (1 ∶ 200 稀释 ) 室温

孵育。加入显色剂进行显色后充分清洗，复染，封固，干燥

后于显微镜下采集图片，分析比较单位面积内阳性染色细胞

数量及阳性染色面积率。

1.5   主要观察指标   缓释微球的细胞相容性、对氧化应激环

境下髓核细胞炎症因子表达的影响，以及缓释微球用于椎间

盘退变模型的效果。

1.6   统计学分析   数据结果以 x-±s 表示。采用 SPSS 20.0 及

Origin 9.1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及绘图。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

较组间差异，P < 0.05 表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该文统计学

方法已经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姜黄素纳米粒表征结果   扫描电镜下纳米粒分散均匀，

形态规则，见图 1A。粒度分析仪测得姜黄素纳米粒平均粒径

为 (129.9±29.7)nm，见图 1B。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显示 370-
3 200 cm-1

范围内伸缩震动变宽，验证了 -OH 基团的引入， 

1 000 cm-1
处出现新的吸收峰即 C-O 键吸收峰，见图 1C，证

实葡聚糖和牛血清白蛋白反应生成了糖蛋白
[30]
。通过糖蛋白

和姜黄素之间的静电和疏水相互作用，姜黄素被固定在糖蛋

白颗粒中形成姜黄素纳米粒
[13]
。

2.2   缓释微球的表征结果   光镜下缓释微球呈球形，分散性

好，无聚集融合现象，见图 2A。荧光显微镜下的荧光缓释

微球呈球形，姜黄素纳米粒分散均匀，见图 2B。图 2C 是冻

干微球的实体图片，左侧为未载药微球，右侧缓释微球因载

有姜黄素而呈现淡黄色改变。冻干后缓释微球的平均直径为

(102.6±7.4) μm，依旧保持球形，表面呈多孔结构，孔径大小

分布主要集中于 4-9 μm，表面接触面积显著提升，且表面

可观察到姜黄素纳米粒，这区别于未载药微球，见图 2D，E。

表 1 ｜ qRT-PCR 检测引物序列
Table 1 ｜ qRT-PCR detection primer sequences

基因 引物 序列 (5'-3')

肿瘤坏死因子 α 上游引物 TAC TGA ACT TCG GGG TGA TTG GTC C
下游引物 CAG CCT TGT CCC TTG AAG AGA ACC

白细胞介素 6 上游引物 GAA AAT CTG CTC TGG TCT TCT GGA G
下游引物 CAC TAG GTT TGC CGA GTA GAC CTC

白细胞介素 1β 上游引物 CCA GGA TGA GGA CCC AAG CA
下游引物 TCC CGA CCA TTG CTG TTT CC

基质金属蛋白酶 3 上游引物 TTG TCC TTC GAT GCA GTC AG
下游引物 AGA CGG CCA AAA TGA AGA GA

Ⅱ型胶原 上游引物 AGG AGA CAG AGG AGA AGC T
下游引物 CTT GAG GAC CCT GGA TTC C

蛋白聚糖 上游引物 CAC TTT ACT CTT GGT CTT TGT G
下游引物 AGT GAG TTG TCA TGG TCT G

GAPDH 上游引物 AAC TCC CAT TCT TCC ACC T
下游引物 TTG TCA TAC CAG GAA ATG AGC

1.4.5    动物体内实验

实验造模与分组处理：经皮穿刺已被证明是诱导椎间盘

退变的有效方法
[24]
。以 3% 戊巴比妥钠 (1 mL/kg) 腹腔内注射

麻醉大鼠，消毒骶尾部，X射线片拍摄鼠尾椎正位片辅助定位，

用 21G 针头经皮穿刺大鼠尾椎 7-8(Co7-8) 和 8-9(Co8-9) 节段，

针头穿过纤维环后旋转 360° 并维持 30 s[25]
。术后再次消毒，

将 30 只大鼠按随机抽签法分为 5 组，每组 6 只：正常组 ( 未

做穿刺 )、退变组 ( 注入 PBS)、未载药微球组 ( 注射未载药微

球 )、姜黄素组 ( 注射姜黄素溶液 )、缓释微球组 ( 注射姜黄

素缓释微球 )。穿刺诱导退变后通过微量注射器将 20 μL 上述

溶液注入动物模型对应椎间盘内，术后转移至动物房饲养，

注意查看大鼠存活情况。

影像学评估：术后 1，4 周时对大鼠的尾椎进行影像学

分析
[26]
。大鼠麻醉后取仰卧位固定于模具，分别进行 X 射线

片、MRI 检查。计算椎间盘高度指数 (DHI)，DHI% 表示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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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释微球在含有胶原酶的 PBS 中，其质量逐渐减小，至第 5

周时逐渐消失，见图 2F。
2.3   缓释微球包封率、载药率及释放曲线    缓释微球的包封

率为 (76.47±5.16)%，载药率为 (15.36±4.54)%。缓释微球体外

药物释放曲线显示，缓释微球在最初 1 周内释放药物相对较

快，占药物总量的 (49.43±3.40)%，随后释放逐渐减缓，且释

放浓度相对稳定，至 28 d时释放姜黄素总量为 (84.11±2.71)%，

见图 2G。
2.4    体外细胞实验结果   

2.4.1    细胞增殖实验结果   

姜黄素的细胞毒性：当姜黄素终浓度在 1，10，20， 

40 μmol/L 时，髓核细胞增殖吸光度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 (P > 0.05)；当浓度为 60，100 μmol/L 时，细胞增

殖吸光度值出现下降，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髓核细胞增殖受到抑制，见图 3。根据 CCK-8 实验结

果及相关文献报道
[31]
，选取 20 μmol/L 姜黄素用于后续实验。

微球的细胞毒性：正常环境条件下，3 组髓核细胞均持

续增殖，第 1-7 天细胞增殖吸光度值持续上升，各组之间比

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图 4A。在 H2O2 诱导的氧

化应激环境下，对照组和未载药微球组髓核细胞增殖吸光度

值较正常环境下持续降低，缓释微球组髓核细胞增殖虽然也

受抑制，但第 7 天的细胞增殖吸光度值高于对照组、未载药

微球组 (P <  0.05)，见图 4B。

2.4.2    细胞活 / 死染色结果    在正常环境下，两组微球上的

髓核细胞生长良好，活细胞均匀生长于微球表面；在氧化应

激环境下，未载药微球组死细胞数量较正常化境下明显增多，

缓释微球组死细胞数量与正常环境下相比无明显变化，见 

图 5。
2.4.3    缓释微球在基因水平延缓髓核退变的结果    qRT-PCR

检测结果显示，相较于正常环境，氧化应激环境激活了髓

核细胞中多种炎症因子相关基因的过量表达。在正常环境

下，未载药微球组、载药微球组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

素 1β、白细胞介素 6、基质金属蛋白酶 3、Ⅱ型胶原和蛋白

聚糖的 mRNA 表达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图 6。

与正常环境下对照组比较，对照组、未载药微球组应激

环境下的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基质金属蛋白酶 3 的 mRNA 表达量升高 (P < 0.05)，Ⅱ型胶

原和蛋白聚糖的 mRNA 表达量降低 (P < 0.05)；缓释微球组

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及蛋白聚糖

的 mRNA 表达量无明显变化 (P > 0.05)，基质金属蛋白酶 3 的

mRNA 表达量升高 (P < 0.05)，Ⅱ型胶原的 mRNA 表达量降低 

(P < 0.05)，见图 6。

在应激环境下，载药微球组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

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及基质金属蛋白酶 3 的 mRNA 表达量

降低 (P < 0.05)，Ⅱ型胶原与蛋白聚糖的 mRNA 表达量升高 

(P < 0.05)，见图 6。
2.5   动物体内实验结果   

2.5.1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30 只大鼠全部进入结果分析。

2.5.2    影像学评估结果    见图 7。

通过 X 射线片检查评估不同时间各组大鼠尾椎椎间隙高

度变化。术后 1 周时，缓释微球组椎间隙高度下降不明显，

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退变组、未载药

微球组、姜黄素组椎间隙高度明显降低 (P < 0.05)。至第4周时，

缓释微球组椎间隙高度低于正常组 (P < 0.05)，高于退变组、

未载药微球组、姜黄素组 (P < 0.05)，未载药微球组与退变组

类似 (P > 0.05)，姜黄素组较退变组、未载药微球组椎间隙高

度下降有所放缓，但与缓释微球组相比仍有差距。整体而言，

缓释微球组椎间隙高度下降缓慢，椎体形态较好，无明显骨

赘形成。

MRI 图像变化趋势与 X 射线片结果一致。在 T2 序列下，

正常组术后 1，4 周均显示为高含水量的正常髓核信号，而

退变组、未载药微球组、姜黄素组则出现了明显的信号强度

下降。缓释微球组髓核信号强度在第 1 周时较正常组无明显

下降，在第 4 周时信号稍弱于正常组，但强于退变组、未载

药微球组、姜黄素组 (P < 0.05)，MRI 评分变化趋势与影像学

图像结果一致。

2.5.3    组织学评价结果    见图 8。

在第 4 周对各组椎间盘进行组织学评估。苏木精 - 伊红

染色显示，正常组椎间盘结构完好，髓核完整性好，纤维环

组织呈环状规律分布，两者界限清晰；缓释微球组出现轻度

的髓核组织减少，纤维环组织轻度扭曲 (< 30%)，两者边界

出现轻微中断；退变组、未载药微球组及姜黄素组均可见髓

核细胞大量丢失，髓核组织严重萎缩，纤维环结构紊乱、断

裂愈发严重，两者界限模糊，组织学评分均显著低于缓释微

球组。

番红固绿染色可观察髓核组织胶原含量，胶原组织经番

红 O- 固绿染色后呈橘红色。番红 O- 固绿染色显示，正常

组髓核组织完好，细胞外基质丰富，呈现橘红色；缓释微球

组胶原较正常组减少，并出现细胞外基质轻度凝结；退变组、

未载药微球组及姜黄素组髓核细胞外基质丢失严重，胶原含

量显著减少。

Ⅱ型胶原免疫组化染色结果与番红固绿染色结果一致，

缓释微球组Ⅱ型胶原表达较正常组有轻度下降，但明显高于

其他 3 组。以正常组为对照，可在退变组、未载药微球组、

姜黄素组观察到高表达的肿瘤坏死因子 α 信号，即有较多深

染髓核细胞，阳性染色面积率高，而缓释微球组的肿瘤坏死

因子 α 信号较低，与正常组最为接近。组织学评分和半定量

分析也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果。

2.6    微球的生物相容性    由体外细胞增殖实验、活 / 死染色、

qRT-PCR，以及动物体内实验组织学评估结果，可知姜黄素

缓释微球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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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组         退变组       未载药微球组      姜黄素组       缓释微球组

F G

图注：A 为纳米粒扫描电镜照片，纳米粒分散均匀，形态规则；B 为粒
径分析，平均粒径为 (129.9±29.7) nm；C 为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DBSA
为糖蛋白，BSA 为牛血清白蛋白，DEX 为葡聚糖
图 1 ｜姜黄素纳米粒的表征
Figure 1 ｜ Characterization of curcumin nanoparticles

图注：在正常环境下，两组微球上的髓核细胞生长良好，活细胞均匀生
长于微球表面；在氧化应激环境下，未载药微球组死细胞数量较正常化
境下明显增多，缓释微球组死细胞数量与正常环境下相比无明显变化
图 5 ｜不同环境条件下各组髓核细胞培养 3 d 后的活 / 死染色
Figure 5 ｜ Results of live/dead staining of nucleus pulposus cells cultured 
in each group for 3 days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图注：A 为缓释微球光镜照片，呈球形，分散性好，无聚集融合现象，
标尺 =100 µm；B为荧光缓释微球照片，呈球形，姜黄素纳米粒分散均匀，
标尺 =25 µm；C 为微球大体照片，左侧为未载药微球，右侧为缓释微球；
D 为未载药微球扫描电镜照片；E 为载姜黄素纳米粒缓释微球扫描电镜
照片，呈球形，表面呈多孔结构与姜黄素纳米粒；F 为缓释微球体外降
解曲线；G 为缓释微球体外药物释放曲线
图 2 ｜载药前后微球的表征
Figure 2 ｜ Characterization of microspheres before and after drug loading

图注：A-F 依次为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 1β(IL-1β)、白细
胞介素 6(IL-6)、基质金属蛋白酶 3(MMP-3)、Ⅱ型胶原 (COL-2) 与蛋白聚
糖 (AGGRECAN) 的 mRNA 表达量。与正常环境下 (F12) 对照组比较，

aP < 
0.05，bP < 0.01；与氧化应激环境下 (F12+H2O2)对照组、未载药微球组比较，
cP < 0.05
图 6 ｜不同环境下各组髓核细胞相关基因的表达
Figure 6 ｜ Relative expression of nucleus pulposus cells-related genes in 
each group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图注：与 0 μmol/L 比较，
aP < 0.05，

bP < 0.01
图 3 ｜不同姜黄素浓度下髓核细胞
增殖情况
Figure 3 ｜ Proliferation of nucleus 
pulposus cells  under different 
curcumin concentrations

图注：A 为 X 射线片；B 为 MRI 图像；C 为 X 射线片椎间隙高度指数分析；

D 为 MRI 评分分析。与正常组比较，
aP < 0.05，bP < 0.01；与退变组比较，

cP < 0.05；与姜黄素组比较，
dP < 0.05

图 7 ｜各组大鼠尾椎影像学评估结果

Figure 7 ｜ Radiological evaluation results of rat tail vertebra in each group

图注：A 为正常环境，相同时间下，3 组细胞增殖吸光度值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 (P > 0.05)；B 为 H2O2 诱导的氧化应激环境
图 4 ｜不同培养环境下各组髓核细胞增殖情况
Figure 4 ｜ Proliferation of nucleus pulposus cells in each group under 
different conditions

图注：A 为苏木精 -伊红染色，标尺 =500 μm；B 为番红 O-固绿染色，

标尺 =500 μm；C 为Ⅱ型胶原免疫组化染色，标尺 =20 μm；D 为肿瘤坏

死因子 α 免疫组化染色，标尺 =20 μm；E 为组织学评分结果；F 为Ⅱ型

胶原免疫组化相对表达量分析；G 为肿瘤坏死因子 α 免疫组化相对表达

量分析。与正常组比较，
aP < 0.05，bP < 0.01，cP < 0.001；与退变组比较，

dP < 0.05；与姜黄素组比较，
eP < 0.05

图 8 ｜术后 4 周各组大鼠尾椎组织学评估结果

Figure 8 ｜ Histological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rat tail vertebra of each 
group at 4 weeks after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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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姜黄素是从中国传统中药材姜黄中提取的一种天然多

酚，含有多种活性基团
[32]
，药理作用广泛。相较于骨形态发

生蛋白等细胞因子，姜黄素提取成本低、分子质量小易于渗

透、生物安全性高
[33]
，然而其水溶性小、生物半衰期短等局

限性限制了姜黄素的应用，随着药物递送领域的进步，研究

人员提出了化学修饰、脂质体包封、纳米载体递送等策略
[34]
。

此次实验选择合成姜黄素 - 葡聚糖 - 牛血清白蛋白纳米粒，

葡聚糖枝接至牛血清白蛋白上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位阻，相较

于游离姜黄素及姜黄素 - 蛋白纳米粒其稳定性和抗氧化活性

得到提升
[13]
。进一步通过微流控技术制备载姜黄素纳米粒的

甲基丙烯酸酰化明胶微球，将姜黄素纳米粒固定于甲基丙烯

酸酰化明胶微凝胶基质网络中，微凝胶的物理屏障作用有效

避免了姜黄素的突释。随着缓释微球从表面至内部的缓慢降

解过程
[17]
，包裹于水凝胶基质中的姜黄素也随之释放，药物

释放曲线和微球体外降解曲线也印证了这一过程。

既往有研究人员选择通过灌胃、腹腔注射的方式研究药

物对椎间盘的疗效
[35]
，然而口服与腹腔注射均存在生物利用

率低、不良反应大、难以在椎间盘内形成有效药物浓度的问

题。此次实验选择将缓释微球通过微量注射器微创注射至退

变部位，在椎间盘组织内形成有效治疗浓度，靶点明确并提

高了姜黄素的利用率。生物材料直接植入可能会造成局部炎

症及免疫反应，如乳酸 / 羟基乙酸共聚物制备的微球降解后

产生的酸性产物会降低细胞外基质 pH 值，诱导炎症导致细

胞凋亡
[36]
。此次实验选用的甲基丙烯酸酰化明胶水凝胶富含

利于细胞黏附的精氨酸 - 甘氨酸 - 天冬氨酸 (RGD) 序列及可

降解的 MMP 序列
[37]
，可模拟髓核细胞外基质成分，且降解

产物无毒性、抗原性低
[14]
。缓释微球冻干后表面形成多孔结

构，接触面积显著提升，可为椎间盘组织修复提供三维立体

微环境。在 CCK-8 实验和活 / 死染色中，髓核细胞与缓释微

球共培养后生长情况良好，细胞在微球表面均匀生长，证实

了缓释微球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在 H2O2 诱导的氧化应激环境下，姜黄素缓释微球能显

著抑制髓核细胞的凋亡，通过 qRT-PCR 进一步研究缓释微球

在基因水平上的调控作用，H2O2 诱导的氧化应激条件使髓核

细胞过表达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炎症因子及基质金属蛋白酶 3，Ⅱ型胶原和蛋白聚糖的表达

受到抑制，而姜黄素缓释微球可抑制上述条件下髓核细胞过

表达炎症因子，下调基质金属蛋白酶 3 基因表达，上调Ⅱ型

胶原和蛋白聚糖基因表达。选取大鼠尾椎穿刺退变模型进一

步评估缓释微球的治疗效果
[38]
，在注射载姜黄素缓释微球治

疗 4 周后，DHI%、MRI 评分、组织学评分及免疫组化结果较

退变组均有明显改善；而未载药微球组 4 周后的影像学与组

织学评估较退变组无明显差异，由此可见未载药微球对于退

变的椎间盘组织无明确治疗效果。姜黄素组的椎间隙高度及

MRI 评分在第 1 周时较退变组和未载药微球组虽有一定程度

改善，但在第 4 周时其影像学与组织学评估均显著差于缓释

微球治疗组，说明单纯的姜黄素溶液在短时间内尚能发挥一

定的治疗作用，但由于缺乏糖蛋白的稳定作用以及水凝胶微

球的包裹，普通姜黄素溶液难以实现理想的治疗效果。

对于姜黄素延缓椎间盘退变的机制，有研究表明姜黄素

对核因子 κB、MAPK、AP-1、JAK/STAT 等信号通路具有调控

作用
[39]
，并能抑制炎症递质的产生

[40]
。此次实验通过 qRT-

PCR 及免疫组化染色证实，姜黄素对于肿瘤坏死因子 α 等炎

症因子具有抑制作用。肿瘤坏死因子 α 作为一种多效细胞因

子，具有强大的促炎、诱导凋亡作用
[41]
，在退变的椎间盘组

织中肿瘤坏死因子 α 水平呈上升趋势
[42]
。大量研究证实，

肿瘤坏死因子 α 通过核因子 κB 通路加速髓核细胞外基质降 

解
[43]
，加快椎间盘退变进程。而姜黄素通过降低上游激酶

IKKβ 及核因子 κB 复合物中 p65 的磷酸化，抑制 IκBα 蛋白酶

体的降解，从而抑制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的激活，达到延缓

椎间盘退变的目的。此外，KLAWITTER 等
[31]

通过体外髓核

细胞实验证实，姜黄素通过下调 TLR2 表达并抑制 MAP 激酶

JNK 来抑制 MAPK 通路的作用，显著降低了髓核细胞表达促炎因

子和基质降解酶的水平，这与此次实验 qRT-PCR 检测结果一致。

实验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尽管大鼠椎间盘针刺退变模

型已被广泛应用
[44]
，但因种属不同，其与人椎间盘退变的病

理过程仍存在一定差异；另外，实验仅初步探讨了姜黄素缓

释微球延缓椎间盘退变进程的疗效，没有深入研究姜黄素延

缓组织退变的分子机制，这也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综上所述，姜黄素缓释微球可抑制椎间盘组织中肿瘤坏

死因子 α 等炎性因子的表达、上调Ⅱ型胶原蛋白的表达，并

最终延缓大鼠椎间盘组织退变进程，为椎间盘退变的治疗提

供了有效策略。所使用的甲基丙烯酸酰化明胶水凝胶微球负

载纳米颗粒体系也可作为药物缓释系统，实现其他疏水性药

物有效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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