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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黄素抗炎抗氧化作用的研究进展

王春战综述，景 华审校

［摘要］ 姜黄素是经研究证实具有广泛药理作用的植物根茎提取物，由于其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等药理作用，并具
有高效和安全的特点，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文中综述近年来姜黄素抗炎抗氧化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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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oxidant effects of curcumin: An 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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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cumin is a plant root extract with many pharmacological actions confirmed by researches． Due to its high effica-
cy and safety，curcumin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researchers at home and abroad，especially for its anti-inflammatory，an-
tioxidant and anti-tumor effec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cent progress in the researches of the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oxidant effects
of curcu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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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姜黄作为药食两用的传统药材已在东方国家中
广泛应用了数百年，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调味品和
天然色素。其具有药理作用的主要成分是姜黄素，
已提取纯化并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现已发现姜
黄素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调节血脂、抗凝、抗
纤维化等广泛的药理作用，毒性低，不良反应
少［1 － 2］。姜黄素是目前世界上销量最大的天然食用
色素之一，是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以及多个国家认定的安全药物［3］。更值得重视的
是，姜黄素还对多种疾病具有预防作用［4］。由于多
种疾病的发生与体内大量自由基产生及炎症反应有
关，本文就姜黄素抗氧化和抗炎作用的研究进展
予以综述。

1 姜黄素的抗氧化作用

姜黄素通过清除自由基和增强抗氧化酶活性来实

现其抗氧化功能，其抗氧化效应强于一般维生素［5］。
1． 1 清除自由基的作用 自由基是生物体内新陈
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强氧化活性的基团，正常生
理状态下具有调节细胞生长和细胞间信号传递、抑
制细菌和病毒等作用，并可由抗氧化酶及还原性物
质的中和作用及时消除。当机体受到内源性或外源
性刺激时，自由基大量产生，超过抗氧化系统的承受
能力，使得细胞受到自由基的攻击，引起脂质过氧
化、蛋白质变性、DNA 分解或突变，进而形成肿瘤、
神经退行性变、纤维化等病理变化［6］。

姜黄素分子中具有多个功能基团，如 2 个苯丙
烯酰基骨架、苯环上的酚羟基和甲氧基及丙烯基与
β-双酮 /烯醇式结构的连接，使姜黄素具有很强的抗
氧化活性，但其各功能基团与自由基反应中的具体
作用尚存在不同观点［7］。经研究证实姜黄素可以
清除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自由基，其生物代谢
产生的衍生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8］。Haseeb 等［9］

发现姜黄素通过清除羟基自由基保护 DNA，防止了
基因发生突变。姜黄素还可以清除超氧化物和过氧
化物，其清除能力强于维生素 E［10］。

姜黄素具有较强的抑制脂质过氧化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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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比维生素 E 的作用明显，而且强于普遍使用的
合成抗氧化剂二丁基羟基甲苯［11］。姜黄素对尼古
丁引起的脂质过氧化损伤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
因吸烟引起的疾病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12］。其抑
制脂质过氧化反应的作用主要与清除具有过氧化反
应活性的自由基有关。

姜黄素有时会表现出促氧化作用，尤其在使用剂
量较大时。姜黄素能够通过过氧化物酶-H2O2系统产
生苯氧基团，可能协同氧化细胞内谷胱甘肽或还原型
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13］。Sandur 等［14］报道姜黄
素的抗氧化和促氧化的双向作用是依赖浓度调控的，
使姜黄素的 2 种相反的药理效应能够相互转换。另
有文献报道，在二甲基硝胺诱发的肝损伤和对乙酰氨
基酚诱发的肾损伤中应用姜黄素200 mg /kg的用量仍
表现出很强的抗氧化作用［15 － 16］。但姜黄素的抗氧化
作用转为促氧化作用的剂量尚不清楚，未见有相关报
道，有待进一步研究为临床抗氧化治疗时的用药剂量
提供参考数据。
1． 2 增强抗氧化酶活性 各类抗氧化酶是生物体
内主要的对抗自由基和活性氧的物质，是人体内抗
氧化作用的第一道防线。姜黄素也可通过诱导抗氧
化酶及还原性物质的生成和活化，如超氧化物歧化
酶( superoxide dismutase，SOD) 、过氧化氢酶( cata-
lase，CAT)、还原型谷胱甘肽，将多种超氧化物、过
氧化物、氧化物等自由基分解或还原，从而起到抗氧
化、减轻氧化应激损伤的作用［2，17］。Kalpana 等［12］

用尼古丁制备肺应激损伤模型，应用姜黄素后发现
肺组织中的 SOD、CAT 水平大大提高，肺损伤程度
明显减弱。对甲氨蝶呤诱发肝损伤的大鼠连续 5 天
给予姜黄素100 mg / ( kg·d)后，发现肝内 SOD、CAT
和 GSH活性增强，而丙二醛水平降低［18］。还有研
究显示姜黄素能抑制氧化损伤的 DNA 在视网膜聚
集，提高 GSH水平，明显延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
发展［19］。

对姜黄素抗氧化作用研究发现了其在不同环境
中应用的实际效果，展现了良好的应用前景，为抗氧
化药物的研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2 姜黄素的抗炎作用

炎症是生物体最常见的病理变化，由感染、机械
损伤、接触异物等诱发炎性因子的生成和释放所致，
导致机体功能障碍和器质性损伤，并与肿瘤、纤维化
等其他病理变化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抗炎治疗是
最重要的医学研究课题。迄今已有多种针对不同病
因的抗炎药物在应用。姜黄素已使用了数百年，

现经大量科学研究证实了其抗炎的作用及作用机
制，对多种病因引起的炎症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
用，并且副作用和不良反应很小，与其他抗炎药物相
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2． 1 抑制核转录因子( NF-κB) 和炎症介质 姜黄
素的抗炎作用是通过抑制炎症介质，如环氧化酶-2
( cyclooxygenase-2，COX-2 )、肿瘤坏死因子 ( TNF-
α)、白介素( IL-1、IL-2、IL-6 等)、干扰素( IFN-γ)，并
抑制重要的炎症反应信号通路 NF-κB 来实现的。
对巨噬细胞系 RAW264． 7 细胞用姜黄素预处理后
的过氧化物酶体增生物激活受体 γ( peroxisome pro-
liferator-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 mRNA表达水
平要比单纯使用脂多糖处理的细胞升高很多［20］，而
PPAR-γ可以抑制 NF-κB 的活性。Gukovsky 等［21］

研究发现了姜黄素对酒精性和非酒精性胰腺炎模型
均可通过抑制 NF-κB 和激活蛋白-1 ( activator pro-
tein-1，AP-1)的活性，进而减少炎性因子和消化酶
的释放和作用，改善炎症损伤。离体实验表明姜黄
素可显著减少人肺上皮细胞内抑制性 κB 激酶( IκB
kinase，IKK) 复合体的激活和抑制性 κB ( inhibitor
κB，IκB ) 的磷酸化，进而减少 NF-κB 活化［22］。
Ghosh 等［23］通过大鼠急性肾损伤模型发现姜黄素
能阻止 IκBα的降解，使 NF-κB 表达及 TNF-α 等炎
症因子生成减少。蔡辉等［24］报道姜黄素具有抑制
佐剂性关节炎大鼠 TNF-α、IL-1β 异常分泌、B 细胞
增殖和自身抗体的产生的功效，具有了减轻炎症的
作用。

前列腺素( prostaglandin，PG) 在炎症反应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COX是催化其生物合成的酶。许多
证据显示 COX-2 的过表达与肠道、乳腺等炎症性疾
病有密切关系。姜黄素通过抑制 COX-2 的产生起
到抗炎的作用。Kazumi 等［22］进一步证实了姜黄素
具有抑制 NF-κB 信号通路的作用及降低 COX-2 的
催化功能，使由蛋白酶激活受体 2( protease activated
receptors 2，PAR2)诱导的 PGE2 生成减少。姜黄素
不仅可以通过抑制 NF-κB 的表达来减少 TNF-α 和
COX-2 的生成，而且可直接降低 TNF-α和 COX-2 的
促炎效果，减轻细胞的炎症反应［25］。
2． 2 调控皮质类固醇作用 皮质激素类药物是多
种急慢性炎症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hronic ob-
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的治疗药物之一，
但无法明显改善疾病的症状。COPD 等肺部疾病的
组蛋白脱乙酰基酶-2 ( histone deacetylases-2，HDAC-
2)表达很少，而 HDAC-2是皮质激素抗炎作用的一个
关键位点［26］。姜黄素属于多酚类化合物，不仅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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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黏附分子、基质金属蛋白酶类的表达，还可通过
上调肺组织中 HDAC-2表达，增强皮质激素类药物的
效果，发挥抗炎和减轻肺损伤的作用［27］。

3 结 语

姜黄素是天然的提取于植物根茎的多酚类物
质，具有显著的抗炎、抗氧化作用。姜黄素明确、广
泛的治疗效果以及良好的安全性使其受到关注，可
能成为治疗肿瘤、炎症、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重要
药物。对姜黄素分子结构和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
有助于研制合成更高效的姜黄素类似物或新药［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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