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医学2018年1月第29卷第1期

淫羊藿苷对人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增殖凋亡的影响
赵晓燕 1，2

(1.沈阳药科大学药事管理专业，辽宁 沈阳 110015；

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门诊药局，北京 100853)

【摘要】 目的 研究淫羊藿苷对人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增殖凋亡的影响。方法 体外分离培养人骨关节炎软骨细

胞，用不同浓度的淫羊藿苷作用于人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噻唑蓝(MTT)法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酶联

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检测细胞培养液上清中白细胞介素-1β (IL-1β)水平，Western blot检测细胞中基质金属蛋白

酶-1 (MMP-1)、基质金属蛋白酶-3 (MMP-3)、基质金属蛋白酶-13 (MMP-13)的表达。结果 0、50 µg/mL、100 µg/mL、

150 µg/mL的淫羊藿苷作用后的骨关节炎软骨细胞OD值依次为(0.58±0.04)、(0.76±0.06)、(0.92±0.07)、(1.26±0.09)，凋亡

率依次为(9.35±0.27)%、(8.69±0.11)%、(7.41±0.12)%、(6.87±0.09)%，细胞分泌的IL-1β依次为(10.53±0.97) pg/mL、(7.94±

0.84) pg/mL、(6.05±0.71) pg/mL、(5.02±0.49) pg/mL，MMP-1水平依次为(0.25±0.02)、(0.20±0.01)、(0.16±0.01)、(0.11±

0.02)，MMP-3水平依次为(0.11±0.01)、(0.08±0.01)、(0.05±0.01)、(0.02±0.01)，MMP-13水平依次为(0.39±0.03)、(0.30±

0.02)、(0.21±0.01)、(0.19±0.01)。以上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淫羊藿苷能够促进人骨

关节炎软骨细胞增殖，抑制人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凋亡，作用机制可能与细胞分泌的 IL-1β和细胞中 MMP-1、

MMP-3、MMP-13的表达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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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icariin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human osteoarthritis

chondrocytes. Methods Human osteoarthritis chondrocytes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in vitro, and then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icariin. Cell proliferation was detected by MTT assay, and cell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Interleukin-1beta (IL-1β) in supernatant of cell culture was detected by ELISA, and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1 (MMP-1), MMP-3 and MMP-13 in the cells. Results After treat-

ment with 0 μg/mL, 50 μg/mL, 100 μg/mL and 150 μg/mL icariin, the OD values were (0.58±0.04), (0.76±0.06), (0.92±

0.07), (1.26±0.09); the rate of apoptosis were (9.35±0.27)%, (8.69±0.11)%, (7.41±0.12)%, (6.87±0.09)%; the secretion

levels of IL-1β were (10.53±0.97) pg/mL, (7.94±0.84) pg/mL, (6.05±0.71) pg/mL, (5.02±0.49) pg/mL; MMP-1 expres-

sion levels were (0.25±0.02), (0.20±0.01), (0.16±0.01), (0.11±0.02); MMP-3 expression levels were (0.11±0.01), (0.08±

0.01), (0.05±0.01), (0.02±0.01); MMP-13 expression levels were (0.39±0.03), (0.30±0.02), (0.21±0.01), (0.19±0.01).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bove indexes (P<0.05). Conclusion Icariin can promote the pro-

liferation and inhibit the apoptosis of human osteoarthritis chondrocytes. The mechanism might involve the expression

of MMP-1, MMP-3 and MMP-13 and the levels of IL-1β secreted by the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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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关节炎是一种发生于关节软骨的退行性病变，
常以关节疼痛、关节畸形、运动受限为主要症状。中
老年人是骨关节炎发生的主要群体。炎症因子或者
是应力改变导致滑膜细胞、软骨细胞产生其他介质，
诱导细胞外的基质降解或者转化后，损害软骨组织，
导致软骨细胞凋亡增多[1-2]。有研究表明，骨关节炎软
骨细胞比正常的软骨细胞在体外的增殖能力减弱，凋
亡增多[3]。淫羊藿苷具有增强免疫力、消炎、抗衰老、
保护心血管系统等作用，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淫羊藿
苷具有治疗骨关节炎的作用[4]。本研究通过体外分离
培养人骨关节炎软骨细胞，探讨淫羊藿苷对骨关节炎
软骨细胞增殖凋亡的作用及机制，以期为淫羊藿苷治
疗骨关节炎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组织标本采集至在我医院做全膝
关节置换手术的骨关节炎患者 10 例，年龄 50~69

岁。将取出的关节软骨片放在含有 100 IU/mL 青霉
素、100 IU/mL链霉素的DMEM培养基中。

1.2 主要仪器及试剂 Ⅱ型胶原酶、胰蛋白酶均
购自于美国Sigma；DMEM培养基、胎牛血清均购自于
美国 Gibco；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噻 唑 蓝 (methylthiazolyldiphenyl-tetrazolium

bromide，MTT)均购自于广州朗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淫羊藿苷购自于上海佳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白细胞
介素-1β (interleukin-1β，IL-1β)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测试剂
盒购自于上海逸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二喹啉甲酸
(bicinchoninic acid，BCA)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购自于
上海翊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ZCP-160型CO2培养箱
购自于上海喆图科学仪器有限公司；SP-2300A2型酶
标仪购自于上海闪谱生物科技公司；基质金属蛋白
酶-1 (matrix metalloprotease 1，MMP-1)抗体、基质金
属蛋白酶-3 (matrix metalloprotease 3，MMP-3)抗体、
基 质 金 属 蛋 白 酶 -13 (matrix metalloprotease 13，
MMP-13)抗体均购自于美国Abcam。

1.3 人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分离培养 用PBS将
骨关节软骨组织洗涤干净后，将组织剪碎成1 cm3的组
织块。加入5 mL的含有0.25%的胰蛋白酶消化液，放
在37℃、100%湿度、5% CO2培养箱中震荡消化30 min

后，将胰蛋白酶消化液吸出后，加入5 mL的含有0.2%的
Ⅱ型胶原酶，放在37℃、100%湿度、5% CO2培养箱中震
荡消化18 h，期间每隔8 h收集一次细胞。滤网过滤(200

目)后，转移至离心管中，1 000 r/min离心10 min，吸除上
清液，加入含有10%胎牛血清的DMEM细胞培养洗涤
细胞后，用 20%胎牛血清细胞培养液悬浮细胞，接种
到细胞培养瓶中培养，每隔 3 d换液一次。观察骨关
节炎软骨细胞密度约为 80%时，用 0.25%的胰蛋白酶
消化细胞，1 000 r/min离心10 min后，用含有10%胎牛
血清的DMEM细胞培养液悬浮细胞后按照 1：2的比

例接种到细胞瓶中培养。原代骨关节炎软骨细胞用
含有20%胎牛血清的DMEM细胞培养液培养，细胞传
代后用含有10%胎牛血清的DMEM细胞培养液培养，
实验用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均为第3代细胞。

1.4 实验分组 细胞分为四组，依次为对照组、
低浓度组、中浓度组和高浓度组。对照组细胞培养用
含有0 µg/mL的淫羊藿苷细胞培养液培养细胞。低
浓度组用含有淫羊藿苷终浓度为 50 µg/mL 的细胞
培养液培养细胞。中浓度组用含有淫羊藿苷终浓
度为 100 µg/mL 的细胞培养液培养细胞。高浓度组
用含有淫羊藿苷终浓度为150 µg/mL的细胞培养液培
养细胞。每组3份细胞，培养时间均为48 h。

1.5 MTT 检测细胞增殖 取骨关节炎软骨细
胞，接种到96孔细胞培养板中，每孔中加入2 000个细
胞培养过夜后，按照对照组、低浓度组、中浓度组和高
浓度组方法处理细胞，每组设置 6 个复孔，同时设置
空白组，空白组中不加细胞只加入等量的细胞培养
液，培养 48 h 后在每孔中加入 50 μL 的 5 mg/mL 的
MTT 溶液，放在 37℃孵育 4 h 将上清液吸除，加入
150 μL 的二甲基亚砜溶液，震荡反应 10 min，观察结
晶物溶化后在 492 nm处检测每孔的光密度值(optical

density，OD值)，分析细胞增殖情况。
1.6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 取对照组、低浓

度组、中浓度组和高浓度组细胞，培养48 h后，胰蛋白
酶消化细胞后，调整细胞浓度为每毫升含有 106个细
胞，收集 1 mL的细胞，用冰预冷的PBS重悬 3次后加
入 500 μL的Binding buffer混合，然后再加入 10 μL的
碘化丙啶 (Propidium Iodide，PI)和 5μL 的膜联蛋白
V-FITC(Annexin V-FITC)，放在避光环境中室温孵育
5 min后，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情况。

1.7 ELISA 检测细胞培养液上清中 IL-1β含
量 取对照组、低浓度组、中浓度组和高浓度组细胞，
培养 48 h后，收集细胞培养液上清，用ELISA法检测
IL-1β含量，操作步骤参照 IL-1β ELISA检测试剂盒说
明书。

1.8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中 MMP-1、MMP-3、
MMP-13 表达水平 取对照组、低浓度组、中浓度组
和高浓度组细胞，培养 48 h后，胰蛋白酶消化细胞后
按照每106个细胞加入20 μL的细胞裂解液，放在冰上
裂解 30 min，4℃，12 000 r/min 离心 20 min，吸取蛋白
上清，用BCA蛋白定量检测试剂盒检测提取的蛋白浓
度。蛋白凝胶用 15%的分离胶和 5%的浓缩胶。按照
4：1的比例将蛋白样品与5×Loading buffer混合煮沸反
应 5 min后使蛋白变性。将蛋白加入到上样孔中，每
孔加入40 μL的变性蛋白样品。在浓缩胶中用80V电
压电泳，待溴酚蓝进入到分离胶和浓缩胶边缘时，调
整电压为 130 V至电泳结束。将蛋白在 300 mA恒流
下转印至硝酸纤维素膜上，转膜时间为120 min。转膜
结束后，放在 5%脱脂奶粉中在室温下孵育 90 min，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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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500倍稀释的一抗在 4℃过夜孵育后，加入 1 000倍

稀释的二抗在室温下孵育 90 min后，转移到暗室中，

曝光，以β-actin为内参，用Bio-Rad Quantity One分析

目的蛋白表达水平。

1.9 统计学方法 所得的实验数据均应用

SPSS22.0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所有实验重复 3次，取均值，多组间数据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t检验，以P<0.05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细胞增殖水平比较 低浓度组、中浓度

组、高浓度组细胞OD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且随着淫羊藿苷浓度的升高，细

胞增殖能力越强，见表1。

2.2 各组细胞凋亡水平比较 低浓度组、中浓度

组、高浓度组细胞凋亡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凋亡率从大到小排列依次

为：低浓度组、中浓度组、高浓度组，见图1、表2。

组别

对照组

低浓度组

中浓度组

高浓度组

F值

P值

OD值

0.58±0.04

0.76±0.06a

0.92±0.07ab

1.26±0.09ac

55.03

0.00

图1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结果

表2 各组细胞凋亡水平比较(x-±s，n=3)

组别

对照组

低浓度组

中浓度组

高浓度组

F值

P值

凋亡率(%)

9.35±0.27

8.69±0.11a

7.41±0.12ab

6.87±0.09ac

677.91

0.00

注：a与对照组比较，t 低浓度=3.92，t 中浓度=11.27，t 高浓度=15.09，P<0.05；b与低

浓度组比较，t=13.61，P<0.05；c与中浓度组比较，t= 22.18，P<0.05。

2.3 各组细胞培养液上清中 IL-1β含量比较 低

浓度组、中浓度组和高浓度组细胞培养液上清中 IL-1β
含量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并且随着淫羊藿苷浓度的升高，细胞培养液上清中

IL-1β含量越低，见表3。

2.4 各组细胞中 MMP-1、MMP-3、MMP-13 表

达水平比较 低浓度组、中浓度组和高浓度组细胞中

MMP-1、MMP-3、MMP-13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随着淫羊藿苷作

用浓度的升高，细胞中 MMP-1、MMP-3、MMP-13 表

达水平逐渐下降，见表4。

3 讨 论

骨关节炎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中老年人关节疾

病。据统计，60岁以上的人群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通过

表3 各组细胞培养液上清中 IL-1β含量比较(x-±s，n=3)

组别

对照组

低浓度组

中浓度组

高浓度组

F值

P值

IL-1β含量(pg/mL)

10.53±0.97

7.94±0.84a

6.05±0.71ab

5.02±0.49ac

29.40

0.00

注：a与对照组比较，t 低浓度=3.50，t 中浓度=6.45，t 高浓度=8.78，P<0.05；b与低浓

度组比较，t=2.98，P<0.05；c与中浓度组比较，t=5.20，P<0.05。

表4 各组细胞中MMP-1、MMP-3、MMP-13表达水平比较(x-±s，n=3)

组别

对照组

低浓度组

中浓度组

高浓度组

F值

P值

MMP-1

0.25±0.02

0.20±0.01a

0.16±0.01ab

0.11±0.02ac

42.40

0.00

MMP-3

0.11±0.01

0.08±0.01a

0.05±0.01ab

0.02±0.01ac

45.00

0.00

MMP-13

0.39±0.03

0.30±0.02a

0.21±0.01ab

0.19±0.01ac

67.40

0.00

注：a与对照组比较，tMMP-1低浓度=3.87，tMMP-1中浓度=6.97，tMMP-1高浓度=8.57，tMMP-3低浓度=

3.67，tMMP-3中浓度=7.35，tMMP-3高浓度=11.02，tMMP-13低浓度=5.51，tMMP-13中浓 度=9.86，

tMMP-13 高 浓 度 =10.96，P<0.05；b 与 低 浓 度 组 比 较 ，tMMP-1=4.90，

tMMP-3=3.67，tMMP-13=6.97，P<0.05；c与中浓度组比较，tMMP-1=6.97，tMMP-3=

7.35，tMMP-13=8.52，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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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线检测有骨关节炎表现，而其中超过 35%的有临床

症状[5]。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对于骨关节炎的治疗

越来越重视。骨关节炎的发生起源于软骨组织，软骨

细胞是骨关节炎发病的中心环节[6]。淫羊藿苷是提取

至淫羊藿全草中的黄酮类化合物，较淫羊藿具有更

强的活性 [7]。淫羊藿能够在体外调节鸡胚股骨的生

长并且对其蛋白多糖的合成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对软骨细胞和软骨组织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

而淫羊藿苷作为淫羊藿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在家

兔软骨细胞的生长和细胞表型维持中具有促进作

用 [8-9]。本研究中，体外分离培养了人骨关节炎软骨

细胞，用 50 µg/mL、100 µg/mL、150 µg/mL 的淫羊藿

苷作用于人骨关节软骨细胞，MTT检测细胞增殖情况

发现，淫羊藿苷能够促进人骨关节软骨细胞的增殖，

这与之前的研究报道相符。

骨关节炎软骨细胞的增殖和凋亡与骨关节炎的

发生具有重要关系。有研究表明，骨关节炎组织中发

现软骨细胞大量凋亡，较正常的软骨组织中的凋亡率

大大升高[10]。本研究结果发现，50 µg/mL、100 µg/mL、

150 µg/mL的淫羊藿苷作用后的人骨关节炎软骨细胞

的凋亡率明显降低，这说明淫羊藿苷能够抑制人骨关

节炎软骨细胞的凋亡。

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含有26个成员，在正常状态

下，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以酶原的形式被分泌到细胞

外基质。在炎症组织、肿瘤组织等病理性组织中，基

质金属蛋白酶家族表达升高[11]。MMP-1和MMP-13

是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中的胶原酶，能够间接或者直

接作用降解细胞外基质，破坏软骨细胞，促进软骨细

胞的凋亡[12]。MMP-3是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的基质

溶素，参与间质胶原酶激活的过程[13]。IL-1β是一种促

炎症因子，能够破坏软骨组织[14]。有研究表明，IL-1β
在骨关节炎软骨细胞中表达升高，能够通过线粒体途

径诱导软骨细胞凋亡 [15]。本研究中通过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了细胞中MMP-1、MMP-3和MMP-13的表

达水平，ELISA法检测了骨关节软骨细胞分泌的 IL-1β
水平，结果发现，淫羊藿苷能够抑制人骨关节软骨细

胞中 MMP-1、MMP-3 和 MMP-13 的表达，抑制人骨

关节软骨细胞分泌 IL-1β。这提示，淫羊藿苷可能通

过影响人骨关节软骨细胞中 MMP-1、MMP-3 和

MMP-13的表达水平及细胞分泌 IL-1β水平调控人骨

关节软骨细胞的增殖和凋亡。

综上所述，淫羊藿苷可能通过作用于细胞中

MMP-1、MMP-3和MMP-13的表达水平及细胞分泌

IL-1β的水平促进人骨关节炎软骨细胞增殖，抑制人骨

关节炎软骨细胞凋亡。这为继续研究淫羊藿苷在骨

关节炎中的作用机制奠定了基础，为治疗骨关节炎提

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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