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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莓多酚对巨噬细胞中iNOS、COX-2 
基因表达的影响

韩彩静1,2，程安玮1,*，陈相艳1，王文亮1，谢春阳2 

（1.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100；2.吉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8）

摘  要：RAW264.7巨噬细胞被脂多糖预刺激后，添加从蓝莓中分离制备的不同质量浓度的可萃取多酚（extractable 

polyphenols，EPP）和不可萃取多酚（non-extractable polyphenols，NEPP），培养不同的时间，研究不同质量浓

度及培养时间对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环氧合酶（cyclooxygenase-2， 

COX-2）基因相对表达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从蓝莓中分离的EPP和NEPP均能抑制iNOS、COX-2基因表达，在12 h

培养时间内，2 种多酚的抑制效果较好，且EPP的抑制效果明显好于NEPP。这证明蓝莓中的NEPP同EPP一样，可

通过抑制iNOS、COX-2 mRNA的表达表现出明显的抗炎活性。

关键词：蓝莓多酚；巨噬细胞；一氧化氮合酶；环氧合酶；基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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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xtractable polyphenols (EPP) and non-extractable polyphenols 

(NEPP) from blueberries on the mRNA levels of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 and cyclooxygenase-2 (COX-2) in 

lipopolysaccharides (LPS)-induced RAW264.7 cells at different culture times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EPP and NEPP from blueberries inhibited the mRNA expression of iNOS and COX-2 genes. During a 12-h 

incubation period,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both EPP and NEPP, especially that of EPP, were significant. It is suggested that 

EPP and NEPP have significant anti-inflammatory activity by inhibiting the mRNA expression of iNOS and COX-2 genes in 

macroph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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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酚类化合物是指分子结构中有若干个酚性羟基的

植物成分的总称，包括黄酮类、单宁类、酚酸类以及花

色苷类等。国外学者根据多酚的结合方式和萃取方法的

不同，将多酚分为可萃取多酚（extractable polyphenols，

EPP）和不可萃取多酚（non-extractable polyphenols，

NEPP），由程安玮首次翻译并定义[1]。所谓可萃取多酚

主要是指通过简单的有机溶剂或水萃取就可以获得处于

游离状态的多酚，不可萃取多酚主要是指结合于细胞壁

上的一些水合单宁酸和原花青素，需通过化学或者酶处

理方法，打破多酚物质与细胞壁结合的化学键，将不可

萃取多酚分离出来的部分[2]。多酚的药理功效很多，目前

研究最多的就是其抗氧化功效[3-4]，关于多酚抗肿瘤、防

动脉硬化、抗炎等功效也有研究[5-7]，但往往是指EPP，

关于NEPP研究较少。

蓝莓（Vaccinium corymbosum L.）属于杜鹃花科

（Ericaceae）越橘属（Vaccinium）植物，蓝莓中多酚的含量

很高，每100 g蓝莓鲜果中花青苷色素含量0.07～0.15 g[8]，

文献表明蓝莓多酚中含有绿原酸、飞燕草色素-3-半乳糖

苷、飞燕草色素-3-葡萄糖苷、矢车菊素-3-葡萄糖苷、牵牛

花色素-3-葡萄糖苷、锦葵色素-3-葡萄糖苷[9]。通过测定，

蓝莓EPP中的主要成分有15 种，其中以上6 种成分含量最

高，并且这6 种含量较高的成分也存在于NEPP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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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是众多分子信号通路构成的复杂网状体系，是

由多种分子机制介导的复杂过程，其中包括诱导型一氧化

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和环氧合酶

（cyclooxygenase-2，COX-2）这两个重要分子机制[10-12]，

两个诱导型合酶有着相同的调节机制和主要的炎症信

号转导途径。多酚通过抑制促分裂素原活化蛋白激酶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转导通

路中核因子kappa B（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信

号转导[13]，抑制iNOS靶基因转录及蛋白的表达，控制一

氧化氮（nitric oxide，NO）生成量和氧化应激，维持NO

量和酶活性的正常生理水平，抑制COX-2的表达，并进

一步下调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的生物

合成[14]，在抑制致炎细胞因子表达的同时提高抗炎介质

表达，阻断恶性循环通路，进而发挥抗炎效果。mRNA

基因活化的直接结果是mRNA转录的增加，而蛋白质的

合成有赖于mRNA的翻译。本实验以蓝莓为原料，分离

纯化EPP和NEPP，选取RAW264.7巨噬细胞为模型，通

过添加两种多酚，在干预炎症过程中通过荧光定量聚合

酶链式反应（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FQ PCR）测定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在

基因水平上探索EPP和NEPP对炎症因子COX-2和iNOS基
因表达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新鲜蓝莓品种为北高丛兰丰，购自济南市场。

来自小鼠的RAW264.7巨噬细胞（No. GDC143），

购于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心（武汉大学）。

茶多酚（tea polyphenols，TP）标准品（纯度＞

98%）  上海惠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DMEM中糖

培养基、胎牛血清（fetal bovine serum，FBS）、青链 

霉素 美国Gibco公司；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

LPS） 美国Sigma公司；磷酸盐缓冲液（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PBS） 美国HyClone公司；25 cm2细胞

培养瓶 丹麦Nunc公司；Trizol试剂 美国Invitrogen

公司；氯仿、异丙醇、无水乙醇、DEPC水、BBI第一

链cDNA合成试剂盒（AMV First Strand cDNA Synthesis 

Kit）、定量PCR试剂、ABI SybrGreen PCR Master Mix

（2×）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大孔

树脂HP-20（粒径范围0.2～0.5 mm，比表面积600 m2/g，

平均孔径46 Å）、HPD-100C（粒径范围0.3～1.25 mm，

比表面积650～700 m2/g，平均孔径85～80 Å） 郑州勤

实科技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ABI Stepone plus型荧光定量PCR仪 美国应用生

物系统公司；FD-1冷冻干燥机 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

有限公司；CO2细胞培养箱 美国Thermo Scientific公

司；1X51-A21PH倒置相差显微镜 日本Olympus公司；

CR22GⅢ高速冷冻离心机 日本日立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蓝莓中EPP和NEPP的制备

EPP的制备[15]：新鲜蓝莓打浆后冷冻干燥成粉，按

料液比1∶25（m/V）加入50%乙醇萃取，常温下超声波

（200 W）提取1 h，4 000 r/min离心5 min，分离上清

液和沉淀。在沉淀中重新加入50%乙醇，重复操作。合

并2 次提取的上清液，旋转蒸发去除乙醇，用大孔树脂

HP-20纯化提取的EPP，用50%乙醇洗脱，再次旋转蒸发

去除乙醇，冷冻干燥成粉。

NEPP的制备 [8]：将制备EPP后得到的滤渣50 ℃烘

干，打碎成细粉，按料液比1∶20（m/V）加入甲醇/硫酸

（90∶10，V/V），在80 ℃水浴中提取20 h，4 000 r/min离

心5 min，分离上清液和沉淀，上清液即为NEPP萃取液。

提取完成后旋转蒸发去除甲醇，用大孔树脂HPD-100C纯

化，冷冻干燥成粉。

1.3.2 小鼠RAW264.7巨噬细胞的培养

用完全培养基（含体积分数10%的FBS和1%的青链

霉素）调整细胞密度为1×106 个/mL，然后将细胞接种于

25 cm2细胞培养瓶中，每瓶7 mL，然后加入终质量浓度为

1 μg/mL的LPS，置于二氧化碳培养箱（5%CO2、37 ℃）

中预刺激24 h后，弃去培养液，用PBS冲洗2 次，分别加

入含有终质量浓度为10、100、200、400 μg/mL的EPP和

NEPP培养基，以不添加药物作为空白对照组，以终质量

浓度为100 μg/mL的TP为阳性对照组，于二氧化碳培养箱

培养48 h，收集细胞用于COX-2和iNOS mRNA的测定。

用完全培养液调整细胞密度为1×106 个/mL，然后

将细胞接种于25 cm2细胞培养瓶中，每瓶7 mL，加入

终质量浓度为1 μg/mL的LPS，放置于二氧化碳培养箱

（5%CO2、37 ℃）预刺激24 h后弃去培养液，用PBS冲

洗2 次，加入含终质量浓度为100 μg/mL的EPP和NEPP培

养基，于二氧化碳培养箱中分别培养6、12、24、48、

72 h，以不添加药物为空白对照组，收集细胞用于COX-2

和iNOS mRNA的测定。

1.3.3 RTFQ PCR的测定

去除培养液，向培养瓶中加入1 mL Trizol充分吹

打，室温静置5 min后匀浆，转移到1.5 mL离心管中，

加入0.2 mL氯仿，剧烈振荡15 s后静置3 min，4 ℃、

12 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上清液加入0.5 mL异

丙醇混匀，冰上静置20～30 min，4 ℃、12 000 r/min离

心10 min，弃上清。加入1 mL 75%乙醇洗涤沉淀，

4 ℃、7 500 r /min离心5 min，弃上清。室温放置晾

干或超净台中吹干5 min左右，加入适量的DEPC水溶

解。电泳检测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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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抽提出的RNA反转录成cDNA，用BBI第

一链 c D N A合成试剂盒转录，具体操作参照试剂盒

说明书操作。将cDNA样品稀释8 倍作为模板上机检

测。RTFQ PCR反应在20 μL体系中进行：2×Master 

Mix 10 μL；Primer F（10 μmol/L）1 μL；Primer R 

（10 μmol/L）1 μL；cDNA 1 μL；双蒸水7 μL。PCR反

应条件：95 ℃预变性2 min；95 ℃ 10 s，60 ℃ 40 s；共

40 个循环。完成上述步骤后，把加好样品的96 孔板放在

ABI Stepone plus型荧光定量PCR仪中进行反应。将空白

对照组基因表达水平设定为1，计算EPP组、NEPP组和阳

性对照组的基因表达水平与空白对照组的相对表达量。

1.3.4 引物序列

从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GenBank库查找。各

细胞因子基因和看家基因β-actin的cDNA序列，使用软件

Primer Express 5.0设计特异性引物的序列，委托上海生物

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β-actin基因、目的基因引

物序列如表1所示。

表 1 合成的引物序列

Table 1 Primers and expected sizes of PCR products

基因 5’→3’ 产物长度/bp

β-actin 正向：GTG CTA TGT TGC TCT AGA CTT CG
反向：ATG CCA CAG GAT TCC ATA CC 174

COX-2 正向：CTG CCA ATA GAA CTT CCA ATC C
反向：CGG TTT GAT GTT ACT GTT GCT T 134

iNOS 正向：TCA CGC TTG GGT CTT GTT CA
反向：CCT TTT CCT CTT TCA GGT CAC TT 162

1.4 统计分析

每个处理重复3 次取平均值，结果以 ±s表示。将实

验结果用SPSS 12.0软件进行显著性分析，P＜0.05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质量浓度蓝莓EPP和NEPP对RAW264.7巨噬细

胞中COX-2 mRNA表达的影响

由表2可知，无LPS刺激的条件下，无论添加EPP、

NEPP与否，COX-2 mRNA的相对表达量都偏低，但是经

LPS刺激后COX-2 mRNA的表达量急剧上升。而添加EPP

和NEPP培养48 h后，COX-2 mRNA的相对表达量均被明显

抑制，且随着添加质量浓度的增加，抑制效果越明显，呈

剂量依赖关系。相同的质量浓度下，NEPP和EPP的抑制效

果能达到甚至超过TP阳性对照组，而EPP对COX-2 mRNA

表达的抑制效果要好于NEPP。这表明NEPP、EPP通过抑

制COX-2基因的表达表现出明显的抗炎活性。王庆等[16]

研究表明花色苷标准品矢车菊素-3-葡萄糖苷或芍药素-3-

葡萄糖苷均能抑制LPS诱导的THP-1巨噬细胞中iNOS和 

COX-2 mRNA的表达，本实验结果与其一致。

表 2 蓝莓中不同质量浓度的EPP和NEPP对RAW264.7细胞COX-2 

mRNA表达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PP and NEPP from 

blueberries on the COX-2 mRNA expression in RAW264.7 cells

处理 组别 药物质量浓度/（μg/mL） COX-2 mRNA相对表达量

无LPS刺激

纯培养基组 0 0.332±0.013c

EPP组 100 0.409±0.008d

NEPP组 100 0.133±0.003a

LPS刺激

空白对照组 0 1.000±0.000g

阳性对照组 100 0.645±0.010ef

EPP组

10 0.333±0.008c

100 0.298±0.004c

200 0.212±0.008b

400 0.130±0.017a

NEPP组

10 1.018±0.021g

100 0.656±0.022f

200 0.456±0.008d

400 0.599±0.017e

注：同列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 ＜ 0.05）。下同。

2.2 不同培养时间对RAW264.7巨噬细胞中COX-2 

mRNA表达的影响

表 3 不同培养时间EPP和NEPP对RAW264.7细胞COX-2 mRNA 

表达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different incubation times in the presence of EPP 

and NEPP on the COX-2 mRNA expression in RAW264.7 cells

组别 培养时间/h COX-2 mRNA相对表达量

空白对照组 48 1.000±0.000i

EPP组（100 μg/mL）

6 0.213±0.016b

12 0.153±0.006a

24 0.171±0.013a

48 0.318±0.006e

72 0.598±0.007g

NEPP组（100 μg/mL）

6 0.242±0.002bc

12 0.275±0.006cd

24 0.302±0.011de

48 0.502±0.013f

72 0.720±0.004h

固定EPP和NEPP添加的终质量浓度为100 μg/mL，
测定不同培养时间（6～72 h）对COX-2 mRNA相对表达

量的影响。由表3可知，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在6～72 h

内EPP和NEPP均能抑制COX-2基因的表达。EPP组在

12～24 h培养时间内，COX-2 mRNA的相对表达量最

低。NEPP组6～24 h内的COX-2 mRNA的相对表达量最

低。同时发现，培养时间为72 h，COX-2 mRNA相对表

达量有所回升。比较看来，EPP对COX-2 mRNA表达的抑

制效果要好于NEPP，这与2.1节的结论是一致的。

2.3 不同质量浓度EPP和NEPP对RAW264.7巨噬细胞中

iNOS mRNA表达的影响

iNOS是炎症反应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同时测定

了E P P和N E P P对该因子的表达影响。由表4可知，

RAW264.7巨噬细胞无LPS刺激时，3 组的iNOS mRN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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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量很低，这主要是由于RAW264.7细胞中的各细胞因

子没有被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用1 μg/mL的LPS刺激细

胞24 h后，iNOS基因的相对表达量急剧增大。在LPS刺激

的细胞中添加EPP和NEPP，iNOS基因相对表达量被明显

抑制，呈现较低的表达水平。EPP和NEPP添加质量浓度

仅为10 μg/mL时，就已经起到了较好的抑制效果，在添

加质量浓度为100 μg/mL时，抑制效果相对弱些。阳性对

照组表现出明显的抑制效果，而EPP对iNOS基因的相对

表达的抑制效果要好于NEPP。

表 4 不同质量浓度蓝莓EPP和NEPP对RAW264.7细胞iNOS mRNA 

表达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PP and NEPP from 

blueberries on the iNOS mRNA expression in RAW264.7 cells

处理 组别 药物质量浓度/（μg/mL） iNOS mRNA相对表达量

无LPS刺激

纯培养基组 0 0.036±0.001ab

EPP组 100 0.022±0.003a

NEPP组 100 0.045±0.004b

LPS刺激

空白对照组 0 1.000±0.000j

阳性对照组 100 0.073±0.003c

EPP组

10 0.296±0.007e

100 0.654±0.010i

200 0.238±0.010d

400 0.247±0.004d

NEPP组

10 0.321±0.004f

100 0.441±0.004h

200 0.302±0.006ef

400 0.347±0.007g

2.4 不同培养时间对RAW264.7巨噬细胞中iNOS mRNA

表达的影响

表 5 不同培养时间EPP和NEPP对RAW264.7细胞iNOS mRNA 

表达的影响

Table 5 Effects of different incubation times in the presence of EPP 

and NEPP on the iNOS mRNA expression in RAW264.7 cells

组别 培养时间/h iNOS mRNA相对表达量

空白对照组 48 1.000±0.000i

EPP组

（100 μg/mL）

6 0.151±0.003b

12 0.197±0.010a

24 0.193±0.007a

48 0.268±0.004e

72 0.161±0.007g

NEPP组

（100 μg/mL）

6 0.116±0.003bc

12 0.165±0.001cd

24 0.511±0.014de

48 0.466±0.009f

72 0.531±0.006h

保持EPP和NEPP的添加质量浓度为100 μg/mL，

测定不同培养时间对 iNOS基因表达的影响。由表5可

知，6～72 h内EPP和NEPP均能显著抑制iNOS基因的

表达。EPP组在不同时间内，iNOS mRNA的相对表达

量都很低，仅为对照组的约1/4或更低，在6 h培养点，

iNOS mRNA相对表达量达到最低。NEPP组中，同样是

在6 h培养点，iNOS mRNA的相对表达量达到最低，在

72 h培养点，相对表达量有所回升。总体看来，EPP对

iNOS mRNA相对表达量的抑制效果明显优于NEPP。

3 结论与讨论

实验结果显示，RAW264.7巨噬细胞在非激活状态下

iNOS和COX-2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很低，添加EPP和NEPP

后，对其基因表达水平无影响。经LPS诱导激活后，基

因相对表达量急剧上升。进一步添加从蓝莓分离的EPP

和NEPP均能降低iNOS和COX-2基因的相对表达水平，

且EPP的抑制效果要好于NEPP。细胞培养时间也明显影

响这2 个因子的基因表达，在较短时间内（6、12 h），

对这两个因子的抑制效果最明显。iNOS和COX-2在正常

状态下都不表达或极少量表达，在受到炎性诱导因素

（LPS、肿瘤坏死因子-α）刺激下能迅速上调其蛋白表达

量，发挥酶活性合成炎性介质产物NO、PGE2，进一步

引起炎症反应[17-18]。细胞受到炎症因子刺激时，炎症因子

mRNA转录水平明显提高，蓝莓多酚可以抑制基因的转

录，从而减少炎症因子的表达。

有关NEPP的研究从1973年就开始，但是由于缺乏

合适的分析研究方法，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9]。

2007年，Saura-Calixto等[20]发现NEPP含量是EPP的5 倍以

上。Madhujith等[21]研究表明大麦中NEPP抗氧化性明显

高于EPP。Kristl等[22]研究指出，李子中的NEPP在抗氧化

作用中的贡献也远远大于EPP。以上这些研究通过简单

的体外抗氧化作用证实了NEPP的生物活性，本实验以

RAW264.7巨噬细胞为模型，从基因水平上研究了蓝莓中

EPP和NEPP对炎症因子iNOS、COX-2的影响，实验结果

证实NEPP同EPP一样，具有一定的抗炎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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