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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多糖抑制 Toll 样受体 4/ 核因子 κB p65 通路治疗大鼠膝骨关节炎

文题释义：

骨关节炎：是临床常见的以关节软骨退行性病变引发一种无菌性炎症性关节疾病，可进展为关节软骨退变、断裂以及缺损，甚至危害整个

关节面。此次研究采用木瓜蛋白酶诱导大鼠膝骨关节炎模型。 
黄芪多糖：是中药黄芪中主要的有效生物活性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免疫调节以及抗肿瘤等多种功效，已被广泛用于临床多种疾病的

研究。细胞外基质蛋白酶、炎症因子、氧自由基等活性因子在促进骨关节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黄芪多糖对改善细胞外基质、胶

原以及氧化应激等均具有一定的作用。

摘要

背景：黄芪多糖治疗骨关节炎具有一定的作用，Toll样受体4/核因子κB通路在膝骨关节炎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黄芪多糖对膝骨关节炎的干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40只SD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黄芪多糖低剂量组、黄芪多糖高剂量组和脂多糖组(n=8)，除对照组之外，其余各组均建立

膝骨关节炎模型。造模成功1周后，黄芪多糖低、高剂量组分别向大鼠膝关节腔内注射质量浓度为0.1，0.5 g/L的黄芪多糖生理盐水溶液 

0.2 mL，脂多糖组注射0.5 g/L 黄芪多糖 0.2 mL+500 µg/kg脂多糖 0.2 mL；模型组和对照组同法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均3 d注射 1次，干预6
周。干预结束后，苏木精-伊红、番红O-固绿染色观察软骨、滑膜组织病理学变化，采用Mankin’s评分和国际骨关节炎研究协会评分进行

评估；ELISA法检测滑膜组织中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一氧化氮、丙二醛、超氧化物歧化酶表达水平；Western 
blot检测软骨组织中聚集蛋白聚糖、Ⅱ型胶原、基质金属蛋白酶3及核因子κB p65、Toll样受体4、MyD88表达。

结果与结论：①与模型组相比，黄芪多糖低、高剂量组的Mankin’s评分、国际骨关节炎研究协会评分、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肿

瘤坏死因子α、一氧化氮、丙二醛、基质金属蛋白酶3水平及核因子κB p65、Toll样受体4、MyD88表达均显著降低，聚集蛋白聚糖、Ⅱ型胶

原表达及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均显著升高(P < 0.05)，且黄芪多糖高剂量组均较低剂量组作用更明显(P < 0.05)；②与黄芪多糖高剂量组比，

脂多糖组Mankin’s评分、国际骨关节炎研究协会评分、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一氧化氮、丙二醛、基质金属蛋

白酶3水平及核因子κB p65、Toll样受体4、MyD88表达均显著升高，聚集蛋白聚糖、Ⅱ型胶原表达及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均显著降低(P < 
0.05)；③提示黄芪多糖可通过抑制Toll样受体4/核因子κB p65通路的激活改善膝骨关节炎的胞外基质降解、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水平，改

善关节损伤。

关键词：黄芪多糖；膝骨关节炎；炎症；Toll样受体4；核因子κB p65；大鼠

缩略语：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s，TLR4；国际骨关节炎研究协会：Osteoarthritis Research Society International，OARSI；超氧化物歧

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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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膝骨关节炎是以关节退行性病变为主的骨关节疾病，多

发于中老年群体
[1]
。随着临床的逐渐重视，膝骨关节炎已被

列为全世界第四大致残疾病，严重威胁患者健康
[2]
。诸多研

究显示关节腔内注射药物治疗膝骨关节炎疗效良好，特别是

对于早中期的膝骨关节炎患者，具有相对较高的获益。近年

来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关节腔内药物如玻璃酸钠、富血小板

血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以及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等，虽取

得一定的效果
[3]
，但带来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而且较高的

医疗成本也需持续改善。中药成分黄芪多糖已被多项研究证

实具有免疫调节、抗氧化、抗炎、抗肿瘤等多种功效，被报

道在炎症、肿瘤等疾病中均具有一定积极疗效
[4-5]

。最早于

2008 年有研究显示，黄芪多糖关节腔注射治疗大鼠膝骨关节

炎具有一定的作用，但近年来整体研究较少，结论不够明确，

涉及的相关机制研究也证据不足
[6]
。膝骨关节炎的发病机制

与炎症反应及关节软骨细胞外基质降解相关
[7]
，且存在 Toll

样受体 4(Toll-like receptors，TLR4)/ 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的异

常激活
[8]
，而黄芪多糖对 TLR4/ 核因子 κB 通路具有一定调控

作用，如黄芪多糖可通过抑制 TLR4/ 核因子 κB 通路改善异

丙肾上腺素诱导的心肌肥大，降低炎症反应等
[9]
。目前关于

黄芪多糖是否可以在膝骨关节炎中通过调控 TLR4/ 核因子 κB

炎症途径发挥疗效尚不明确且相关研究较少。因而此次研究

拟通过建立膝骨关节炎大鼠模型，探究黄芪多糖对膝骨关节

炎的影响及其潜在的作用机制，为临床膝骨关节炎的治疗提

供理论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随机对照动物实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法。

Abstract
BACKGROUND: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has a certain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arthritis, and abnormal Toll-like receptor 4/nuclear factor κB pathwa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knee osteoarthriti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on osteoarthritis and its mechanism. 
METHODS: Forty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the same volume of normal saline), model group (the same volume of normal saline),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low-dose group (0.2 mL of 0.1 /L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intervention),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high-dose group (0.2 mL of 0.5 g/
L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intervention), and lipopolysaccharide group (0.2 mL of 0.5 g/L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0.2 mL of 500 µg/kg lipopolysaccharide). 
Interventions in each group began at 1 week after modeling, once every 3 days, for 6 continuous weeks. After intervention,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cartilage and synovial membrane were observed by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and saffron O-solid green staining. Mankin’s score and Osteoarthritis 
Research Society International score were performed for histological evaluation. 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1β, interleukin-6,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nitric 
oxide, malondialdehyde,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in synovial tissue were detected by ELISA. The protein levels of Aggrecan, collagen type II,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3, nuclear factor-κB p65, Toll-like receptors 4 and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 in cartilage tissue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ssa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Mankin’s score, Osteoarthritis Research Society International score, 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1β, interleukin-6,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nitric oxide, malondialdehyde, an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3, and the expressions of nuclear factor-
κB p65, Toll-like receptors 4, and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low- and high-dose groups, 
whil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Aggrecan, collagen type II,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activity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 0.05). Furthermore, the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high-dose group showed better effects than the low-dose group (P < 0.05). (2) Compared with the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high-dose group, 
the Mankin’s score, Osteoarthritis Research Society International score, 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1β, interleukin-6,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nitric oxide, 
malondialdehyde,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3 and the expressions of nuclear factor-κB p65, Toll-like receptors 4, and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factor 88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lipopolysaccharide group, while the superoxide dismutase activity and the expressions of Aggrecan and collagen type II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 < 0.05). (3) To conclude,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 can improve extracellular matrix degradation,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oxidative stress levels, and alleviate joint injury due to knee osteoarthritis by inhibiting the activation of Toll-like receptor 4/nuclear factor κB p65 pathway. 
Key words: 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s; knee osteoarthritis; inflammation; Toll-like receptor 4; nuclear factor κB p65;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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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21 年 2-5 月在河南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应用基础重点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1.3.1   实验动物   选择 SPF 级 8-10 周龄 SD 雄性大鼠 40 只，

体质量 200-250 g，购自郑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生产

许可证号：SYXK ( 豫 ) 2020-0008。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

对照组、模型组、黄芪多糖低剂量组、黄芪多糖高剂量组和

脂多糖组，每组8只。温度18-25 ℃，湿度50%-70%环境饲养，

自由进食水。

实验方案经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

准号为 20210205。实验过程遵循了国际兽医学编辑协会《关

于动物伦理与福利的作者指南共识》和本地及国家法规。

1.3.2   主要药品与试剂   黄芪多糖 ( 纯度≥ 90.0%，货号：

SA9790)、脂多糖 ( 纯度≥ 98.0%，货号：L18880) 均购自北

京索莱宝科技公司；木瓜蛋白酶 ( 纯度 ≥ 98.0%) 购自北京

索莱宝公司；聚集蛋白聚糖 (ab3778)、Ⅱ型胶原 (ab188570)、

基质金属蛋白酶 3(ab52915)、核因子 κB p65(ab32536)、TLR4 

(ab13556)、MyD88(ab133739)、GAPDH(ab6721)、Lamin B 

(ab16048) 一抗、二抗 (ab6721) 均购自英国 Abcam 公司；

戊巴比妥钠 (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31021724，批号：

20150506) 购自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1.4   实验方法   

1.4.1   大鼠膝骨关节炎造模及处理   除对照组外，其他大鼠参

照 PANICKERS 等
[10]

方法制备大鼠膝骨关节炎模型。大鼠腹腔

注射 2% 戊巴比妥钠 (2 mL/kg) 进行麻醉，俯卧位固定于手术

台上，刮除膝关节局部鼠毛，碘伏消毒，从髌骨下白色髌腱

外缘的膝眼处进针，向右侧膝关节腔内注射 40 g/L 木瓜蛋白

酶溶液 0.2 mL，3 d 注射 1 次，共 3 次；对照组同部位注射等

体积生理盐水；2 周后，观察造模侧退行性关节炎病变，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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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造模侧膝关节出现肿胀、屈伸功能障碍为造模成功。

造模成功 1 周后，黄芪多糖低、高剂量组分别向大鼠膝关节

腔内注射质量浓度为 0.1，0.5 g/L 的黄芪多糖生理盐水溶液 

0.2 mL[11]
，脂多糖组注射 0.5 g/L 黄芪多糖 0.2 mL+500 µg/kg

脂多糖 0.2 mL；模型组和对照组同法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均

3 d 注射 1 次，干预 6 周。干预结束后，将大鼠过量麻醉 (3%

戊巴比妥钠，4 mL/kg) 处死后，剪开右侧膝关节皮肤，剥离

膝关节，打开膝关节囊，充分暴露髌韧带及滑膜，收集滑膜组织，

部分置于体积分数 10% 甲醛溶液中固定，部分置于 -80 ℃ 

保存备用；采用组织刀片收集大鼠右后侧膝关节胫骨平台及

股骨内外髁的关节软骨组织，部分置于体积分数 10% 甲醛溶

液中固定，部分置于 -80 ℃保存备用。 

番红O染色 5 min，最后使用常规梯度乙醇脱水、二甲苯透明、

中性树胶封固，最终获得番红 O- 固绿染色切片，显微镜下

观察各组软骨组织病理学改变。并采用国际骨关节炎研究协

会 (Osteoarthritis Research Society International，OARSI) 评分

法对骨关节炎进行评估
[13]
。

1.4.4   ELISA 法检测滑膜组织炎症因子   取冻存的滑膜组织，

匀浆、离心后收集上清，检测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肿瘤坏死因子 α 表达水平：配置标准品及洗液，设置检测孔，

取 100 µL 标准品与样品加入孔内，37 ℃ 孵育 1 h，洗板，每

孔加 50 µL 一抗 37 ℃孵育 1 h；加入酶标抗体 100 µL，37 ℃ 

孵育 30 min；加底物显色液 100 µL，室温放 30 min；加终止

液 100 µL，采用酶标仪检测 450 nm 波长处的吸光度值。

1.4.5   检测滑膜组织中氧化应激指标   取冻存的滑膜组织，匀

浆后采用紫外分光法测定滑膜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 活性，采用硫代巴比妥法测定丙二醛水平，

采用硝酸还原酶法测定一氧化氮水平，具体操作步骤均按照

检测试剂盒说明进行。

1.4.6   Western blot 检测相关蛋白表达  

全蛋白提取：取 50 mg 软骨组织剪碎，加入含蛋白酶抑

制剂的 RIPA 裂解液 1 mL，置于匀浆器中低温匀浆 5 min 直

至裂解完全；12 000 r/min 4 ℃离心 15 min，收集上清。

核蛋白提取：组织裂解、匀浆、离心后，吸尽上清，收

集组织沉淀，加入 100 μL 核蛋白提取试剂，高速涡旋 20 s，

使沉淀完全分散，冰浴 10 min，高速涡旋 10 s，15 000 r/min 

4 ℃ 离心 10 min，收集上清。

BCA 法行蛋白定量，按 1 ∶ 4 加入蛋白上样缓冲液，

100 ℃煮沸 10 min；取 30 μg 蛋白液进行 SDS-PAGE 电泳 (80 V  

30 min，100 V 90 min)，转膜，封闭，洗膜，加入聚集蛋白

聚糖 (1 ∶ 1 000)、Ⅱ型胶原 (1 ∶ 5 000)、基质金属蛋白酶

3(1 ∶ 1 000)、核因子 κB p65(1 ∶ 1 000)、TLR4(1 ∶ 1 000)、
MyD88(1 ∶ 1 000) 一抗，4 ℃过夜，加入二抗 (1 ∶ 10 000)

室温避光孵育 2 h，化学发光显色液进行显影，凝胶成像仪

下拍照，采用 Image J 软件分析条带灰度值，以 Lamin B 抗体

为核因子κB p65核蛋白内参，以GAPDH抗体为其余蛋白内参，

计算蛋白相对表达水平。

1.5   主要观察指标   ①苏木精 - 伊红染色与番红 O- 固绿染

色法检测软骨病理组织学变化并评估 Mankin’s 评分与 OARSI

评分；② Western blot 法检测软骨组织基质蛋白Ⅱ型胶原、

基质金属蛋白酶 3、聚集蛋白聚糖表达；③苏木精 - 伊红染

色法检测滑膜组织病理学变化；④ ELISA 法检测滑膜组织的

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水

平；⑤试剂盒检测滑膜组织氧化应激指标丙二醛、一氧化氮

水平及 SOD 活性；⑥ Western blot 法检测滑膜组织中核因子

κB p65、TLR4、MyD88 蛋白表达。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数据经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使用 x-±s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法，以 P < 0.05 表

组织工程实验动物造模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造模目的 探讨黄芪多糖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作用机制

选择动物的条件 SPF 级 SD 大鼠，雄性，体质量 200-250 g

模型与所研究

疾病的关系

研究显示 TLR4/ 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在膝骨关节炎发生发展中具

有重要作用，黄芪多糖可有效调控 TLR4/ 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相

关蛋白的表达。此次研究建立 SD 大鼠膝骨关节炎动物模型，

进而验证黄芪多糖对膝骨关节炎大鼠软骨组织 TLR4/ 核因子 κB 

p65 通路相关因子的影响

动物来源及品系 SD 大鼠由郑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造模技术描述 大鼠用 2% 戊巴比妥钠 2 mL/kg 腹腔注射麻醉后，向膝关节腔内

注射 40 g/L 木瓜蛋白酶溶液 0.2 mL，诱导早期大鼠膝骨关节炎

模型

动物数量及

分组方法

40 只 SD大鼠使用随机数表法分为空白对照组8只，造模组32只，

造模成功后将 32 只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黄芪多糖低剂量组、

黄芪多糖高剂量组及脂多糖组，每组 8 只

造模成功

评价指标

造模侧出现肿胀、屈伸功能障碍为膝骨关节炎造模成功

造模后观察指标 关节软骨及滑膜组织的病理学变化；软骨基质蛋白Ⅱ型胶原、

基质金属蛋白酶 3、聚集蛋白聚糖、TLR4、MyD88、核因子 κB 

p65 蛋白表达；滑膜组织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水平；滑膜组织中氧化应激指标丙二醛、一

氧化氮水平及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造模后动物处理 大鼠麻醉处死后，切取双膝关节软骨及滑膜组织

伦理委员会批准 实验方案得到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批准，批准号：

20210205

1.4.2   苏木精 - 伊红染色   软骨组织使用甲醛固定，10% 的

EDTA 脱钙处理；滑膜组织仅行甲醛固定；组织冲洗后脱水、

透明、石蜡包埋、切片。将组织切片经烤片 ( 置于 60 ℃ 

1 h)，脱蜡 ( 二甲苯溶液 )、复水 ( 梯度乙醇 ) 后，苏木精染色

5 min，纯水 30 s，盐酸乙醇 2 s，纯水 30 s、纯水 30 min、1%

的伊红染色 30 s、纯水 30 s；而后中性树胶封固，显微镜下

观察软骨及滑膜组织病理学变化，并使用 Mankin’s 病理评分

法评估关节软骨病理损伤程度
[12]
。

1.4.3   番红 O-固绿染色   将组织切片经常规脱蜡、水化后，

用苏木精染色 5 min，流水冲洗 10 min，加入 0.02% 快速固

绿液浸染 5 min，再用 1% 醋酸溶液漂洗 30 s，再加入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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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文章统计学方法已经河南大学生物统

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实验选用 40 只 SD 大鼠，分为 5 组，

实验过程中无脱失，全部纳入结果分析。

2.2   软骨组织病理学变化   苏木精 - 伊红染色结果显示，与

对照组相比，模型组的软骨层状结构消失，软骨表面粗糙不

平，软骨层变薄，细胞排列紊乱，数量减少，大小不一；与

模型组相比，黄芪多糖低、高剂量组软骨组织病理学表现均

有所改善；与各黄芪多糖组相比，脂多糖组病理学变化加

重，见图 1A。Mankin’s 评分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模型

组 Mankin’s 评分显著升高 (P < 0.05)；与模型组相比，黄芪

多糖低、高剂量组 Mankin’s 评分均显著降低，且高剂量组低

于低剂量组 (P < 0.05)；与黄芪多糖高剂量组相比，脂多糖组

Mankin’s 评分升高 (P < 0.05)，见图 1C。

番红 O- 固绿染色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的

软骨中的蛋白多糖大量丢失，软骨基质着色不明显，软骨发

生退行性改变；与模型组相比，黄芪多糖低、高剂量组病理

学变化均有所改善，且高剂量组优于低剂量组；与黄芪多

糖组相比，脂多糖组软骨组织病理学变化加重，见图 1B。

OARSI 评分比较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 OARSI 评

分显著升高 (P < 0.05)；与模型组相比，黄芪多糖低、高剂量

组均显著降低，且高剂量组低于低剂量组 (P < 0.05)；与黄芪

多糖高剂量组相比，脂多糖组 OARSI 评分升高 (P < 0.05)，见

图 1D。

2.3   软骨组织胞外基质相关蛋白表达变化    与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软骨组织中Ⅱ型胶原、聚集蛋白聚糖表达显著降低 

(P < 0.05)，基质金属蛋白酶 3 显著升高 (P < 0.05)；与模型组

相比，黄芪多糖低、高剂量组的Ⅱ型胶原、聚集蛋白聚糖表

达均显著升高 (P < 0.05)，且高剂量组高于低剂量组 (P < 0.05)；

与模型组相比，而黄芪多糖低、高剂量组基质金属蛋白酶 3

表达显著降低 (P < 0.05)，且高剂量组低于低剂量组 (P < 0.05)；

与黄芪多糖高剂量组相比，脂多糖组的Ⅱ型胶原、聚集蛋白

聚糖表达显著降低，基质金属蛋白酶 3 表达显著升高 ( 均 P <  

0.05)，见图 2。

2.4   滑膜组织病理及其炎症因子水平变化   苏木精 - 伊红染

色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滑膜组织可见大量的炎

症细胞浸润 ( 如单核巨噬细胞聚集 )，滑膜增生明显；与模

型组相比，黄芪多糖低、高剂量组滑膜组织病理学表现均有

所改善；与黄芪多糖高剂量组相比，脂多糖组滑膜组织病理

学变化加重，见图 3A。滑膜炎症因子检测结果显示，与对

照组比，模型组大鼠的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

坏死因子 α 水平升高 (P < 0.05)；与模型组相比，黄芪多糖低、

高剂量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水平

均显著降低 (P < 0.05)，且高剂量组低于低剂量组 (P < 0.05)；

与黄芪多糖高剂量组相比，脂多糖组的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

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水平均显著升高 (P < 0.05)，见图

3B。

2.5   滑膜组织中氧化应激指标变化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

滑膜组织中一氧化氮、丙二醛水平均显著升高 (P < 0.05)，
SOD 活性显著降低 (P < 0.05)；与模型组相比，黄芪多糖低、

高剂量组的一氧化氮、丙二醛水平均显著降低 (P < 0.05)，
SOD 活性显著升高 (P < 0.05)，且高剂量组表现更明显 (P < 

0.05)；与黄芪多糖高剂量组相比，脂多糖组的一氧化氮、丙

二醛水平显著升高，SOD 活性显著降低 ( 均 P < 0.05)，见表 1。

表 1 ｜各组大鼠滑膜组织中一氧化氮、丙二醛水平及超氧化物歧化酶活
性比较                                               (x-±s，n=8)
Table 1 ｜ Comparison of nitric oxide and malondialdehyde contents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activity in synovial tissue of rats in each group

组别 一氧化氮 (mmol/L) 丙二醛 (mmol/g) 超氧化物歧化酶 (U/mg)

对照组 20.05±3.85 0.87±0.17 95.29±8.18
模型组 45.60±4.31a 2.07±0.32a 73.05±4.13a

黄芪多糖低剂量组 36.13±4.17b 1.54±0.26b 80.89±7.18b

黄芪多糖高剂量组 24.07±4.02bc 1.05±0.15bc 91.59±7.67bc

脂多糖组 28.47±4.13d 1.32±0.13d 83.06±5.78d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与黄芪多糖低剂量组比，
cP < 0.05；与黄芪多糖高剂量组比较，

dP < 0.05

2.6   TLR4/ 核因子 κB p65/MyD88 信号通路蛋白表达变化   与

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软骨组织中核因子 κB p65、TLR4、
MyD88 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 (P < 0.05)；与模型组相比，

黄芪多糖低、高剂量组的核因子 κB p65、TLR4、MyD88 蛋

白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 (P < 0.05)，且高剂量组低于低剂量组

(P < 0.05)；与黄芪多糖高剂量组相比，脂多糖组的核因子 κB 

p65、TLR4、MyD88 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升高 (P < 0.05)，见

图 4。

3   讨论   Discussion
膝骨关节炎的病理过程主要以关节软骨退变、基质降

解及滑膜炎症反应等为主，最终导致关节损伤变形及功能障

碍
[14]
。大量研究表明，细胞外基质蛋白酶、炎症因子、氧化

应激等多种活性因子之间相互作用诱导膝骨关节炎的发生发

展，胞外基质降解是造成软骨细胞组织的坏死及功能丧失、

加速关节软骨退变的主要原因。胶原和蛋白多糖是构成细胞

外基质的主要成分，其中胶原主要以Ⅱ型胶原为主，蛋白多

糖主要以聚集蛋白聚糖为主
[15]
，成熟的软骨细胞能合成并分

泌细胞外基质，其对维持细胞外基质的动态平衡之间具有重

要作用。而基质金属蛋白酶在降解胞外基质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其中基质蛋白酶 3 是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主要成员之一，

它不仅参与降解软骨蛋白多糖，还可激活其他基质金属蛋白

酶共同促进胶原的降解，致软骨细胞退变以及凋亡等
[16]
，是

膝骨关节炎的重要标志物。此外，膝骨关节炎属于一种全身

性、低水平的慢性炎症性疾病，这是因关节滑膜中的免疫细

胞异常表达分泌大量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以及肿瘤

坏死因子 α 等促炎细胞因子的原因，进而促进软骨退变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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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 A 为各组滑膜组织

的苏木精 - 伊红染色；B 为

各组滑膜组织中炎症因子水

平比较；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与黄芪多糖低剂

量组比，
cP < 0.05；与黄芪

多糖高剂量组比较，
dP < 0.05

图 3 ｜各组滑膜组织病理变

化及其炎症因子水平

Figure 3 ｜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inflammatory 
factor levels in synovial tissue  
of each group

图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

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与黄

芪多糖低剂量组比，
cP < 0.05；

与黄芪多糖高剂量组比较，
dP < 

0.05。TLR4：Toll 样受体 4
图 4 ｜各组大鼠滑膜组织中通

路相关蛋白表达水平

Figure 4 ｜ Expression levels 
of pathway-related proteins in 
synovial tissue of rats in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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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 A 为各组滑膜组织的苏木精 - 伊红染色；图 B 为各组滑膜组织

的番红 O- 固绿染色；图 C 为各组软骨组织 Mankin's 评分比较；图 D 为

各组软骨组织国际骨关节炎研究协会 (OARSI) 评分比较；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与黄芪多糖低剂量组比较，
cP < 0.05；

与黄芪多糖高剂量组比较，
dP < 0.05

图 1 ｜软骨组织病理学变化及其病理学评分

Figure 1 ｜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pathological scores of cartilage 
tissue

图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

与模型组比较，
bP < 0.05；与黄芪

多糖低剂量组比，
cP < 0.05；与黄

芪多糖高剂量组比较，
dP < 0.05

图 2 ｜各组软骨组织中细胞外基

质相关蛋白表达水平

Figure 2 ｜ Expression levels of 
extracellular matrix-related proteins 
in cartilage tissue of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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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促炎因子可激活软骨中基质金属蛋白酶的表达，进而促

进基质降解，致使软骨损伤等，且肿瘤坏死因子 α 与白细胞

介素 1β 可促进软骨中白细胞介素 6 的表达，进而加重滑膜

炎症等
[18-19]

。另外膝骨关节炎中高表达的白细胞介素 1β 及

肿瘤坏死因子 α 还参与机体的氧化应激反应，加重机体的慢

性炎症反应
[20]
。诸多研究指出氧化应激反应也是促进膝骨

关节炎进展的重要因素，组织内的氧自由基不仅抑制软骨细

胞增殖、促进细胞死亡，同时也会还抑制胞外基质合成，促

使软骨破坏
[21]
；丙二醛和一氧化氮均是此过程的标志性因 

子
[22-23]

，而 SOD 作为天然的清除氧自由基的酶，在维持机体

氧化与抗氧化平衡中起关键作用，对细胞起到保护作用
[24]
。

因此细胞外基质蛋白酶 3、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

胞介素 1β 以及氧化应激 SOD 等多种活性因子变化与膝骨关

节炎的进展密切相关，改善其表达水平有助于减轻膝骨关节

炎软骨损伤及其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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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治疗膝骨关节炎多针对患者的临床症状对症

支持，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膝骨关节炎的病理进程，疗效有

限，因此积极寻找可抑制膝骨关节炎病理进程的药物迫在眉

睫。黄芪多糖是中药黄芪中主要的有效生物活性成分，具有

抗氧化、抗炎及免疫调节等功能
[25]
，已被广泛用于临床多种

疾病的研究。如韩亚琨等
[26]

研究显示，黄芪多糖可有效调

节机体氧化应激反应，促进骨细胞的增殖分化，改善患者牙

周炎情况。申冬冬等
[27]

研究显示，黄芪多糖可降低肠损伤

大鼠血清炎症因子水平，以达到改善病情的作用。杨彬等
[28]

研究显示，黄芪多糖可降低颈椎病模型大鼠基质蛋白酶的表

达水平，改善椎间盘退变。此次研究结果表明，膝骨关节炎

模型大鼠软骨组织中的Ⅱ型胶原、聚集蛋白聚糖、SOD 活性

均降低，而软骨的病理学 Mankin’s 评分、OARSI 评分以及基

质蛋白酶 3、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丙二醛、一氧化氮水平均显著升高，而使用黄芪多糖治疗后

软骨组织中的Ⅱ型胶原、聚集蛋白聚糖、SOD 活性均显著高

于模型组，而软骨病理学 Mankin’s 评分、OARSI 评分以及基

质蛋白酶 3、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

丙二醛、一氧化氮水平均显著降低，且黄芪多糖高剂量组的

改善效果优于低剂量组。提示黄芪多糖可降低膝骨关节炎大

鼠的炎症因子，减轻氧化应激水平，进而改善软骨组织的损

伤程度，起到治疗作用，与现有研究结论相符。

TLR4/ 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已被证实参与膝骨关节炎的

发生发展
[29]
。TLR4 是天然免疫系统识别病原体的主要受

体，属于重要的信号通路转导蛋白，与慢性炎症、自身免疫

性疾病及肿瘤等多种疾病的发生相关
[30]
，它主要通过激活 

MyD88 依赖性核因子 κB 通路，激活其下游的核因子 κB 信号

通路，进而启动细胞中相关因子的表达
[31-33]

。有研究显示，

TLR4 与膝骨关节炎发病机制密切相关，在膝骨关节炎中高表

达，参与软骨的破坏
[34]
。核因子 κB是一种重要的核转录因子，

调控多种细胞功能基因、炎症因子以及细胞外基质表达等，

研究显示，核因子 κB 蛋白在膝骨关节炎患者的滑膜、软骨

及关节液中均高表达
[35]
；当 TLR4/ 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被激

活时，可迅速诱导免疫和炎症反应多个基因表达，如白细胞

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 及肿瘤坏死因子 α 以及基质蛋白酶等，

进而促进炎症反应形成
[36]
。因此通过抑制 TLR4/ 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可对膝骨关节炎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蔡松涛等
[37]

显示枸杞多糖通过抑制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活化看可降低膝

骨关节炎的炎症反应、保护软骨细胞损伤，有助于膝骨关节

炎的防治。陈俊等
[38]

显示乌头汤通过抑制 TLR4/ 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降低关节炎的炎症反应，改善大鼠膝骨关节炎症

状。吴佳等
[39]

研究显示，黄芪多糖可通过抑制 TLR4/ 核因子

κB 信号通路可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的炎症反应，以起到

治疗作用。此次研究结果显示，黄芪多糖低、高剂量组核因

子 κB p65、TLR4、MyD88 蛋白水平均显著低于模型组，且黄

芪多糖高剂量组的抑制作用更强，说明黄芪多糖可抑制膝骨

关节炎大鼠中 TLR4/ 核因子 κB p65 信号通路的活化。作者通

过加入 TLR4/ 核因子 κB p65 信号通路的激活剂脂多糖进行进

一步的验证，结果显示脂多糖组的Ⅱ型胶原、聚集蛋白聚糖、

SOD 活性低于黄芪多糖高剂量组，而核因子 κB p65、TLR4、
MyD88、软骨病理学 Mankin’s 与 OARSI 评分以及基质蛋白酶

3、白细胞介素 1β、白细胞介素 6、肿瘤坏死因子 α、丙二醛、

一氧化氮水平均高于黄芪多糖高剂量组。以上结果提示，黄

芪多糖可通过抑制 TLR4/ 核因子 κB p65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

表达，调节细胞外基质蛋白表达水平，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

降低氧化应激反应，进而改善骨组织的损伤程度，起到治疗

作用。     

综上所述，黄芪多糖可降低膝骨关节炎大鼠炎症因子水

平，抑制细胞外基质的降解及氧化应激反应，从而改善骨组

织的受损程度，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可能与抑制 TLR4/ 核因子

κB p65 通路活性有关，为黄芪多糖防治膝骨关节炎奠定了一

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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