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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对肥胖大鼠骨关节炎的辅助治疗干预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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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饮食护理对肥胖大鼠骨关节炎渊韵粤冤大鼠行为学尧脂代谢尧关节形态及软骨中内脂素的作用遥 方

法 90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六组袁除正常组及 OA 模型组外袁其余各组给予高脂高糖饲料袁以内侧半月板切除
和前交叉韧带切断的 Hulth 法建立骨性关节炎模型袁将饮食护理组给予脱脂饲料袁同时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进行
治疗曰无护理组仅进行玻璃酸钠治疗遥 肥胖模型组及肥胖 OA 模型组在 OA 模型成功建立的基础上仍给予高脂高

糖饲料袁连续 12 周遥 饮食干预 12 周后袁对各组大鼠称重并量取体长袁计算身体质量指数渊月酝陨冤曰检测大鼠自主活

动尧抓力尧总胆固醇渊栽悦冤尧三酰甘油渊栽郧冤尧高密度脂蛋白渊匀阅蕴原悦冤尧低密度脂蛋白渊蕴阅蕴原悦冤水平曰观察大鼠膝关节

软骨组织形态学变化袁检测 Visfatin 血清含量水平及软骨组织 Visfatin 的蛋白表达遥 结果 饮食护理组大鼠的体重尧
BMI尧血清 TC尧TG尧LDL-C尧Visfatin 含量水平及膝关节软骨组织 Visfatin 蛋白表达显著低于肥胖 OA 模型组曰血清

HDL-C 含量水平尧活动次数尧抓力显著高于肥胖 OA 模型组遥 饮食护理组光镜下幼稚软骨细胞形态正常袁损伤脱

失明显改善遥 结论 饮食干预对肥胖 OA 大鼠骨性关节炎具有保护作用袁该作用可能与降低软骨组织 visfatin 蛋
白表达水平袁改善 OA 大鼠脂代谢有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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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iet nursing on the behavior, lipid metabolism, joint morphology, and vis
fatin in the cartilage of obese rats with osteoarthritis (OA). Methods Ninety male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Excepted for the normal group and the OA model group, the other groups were given a high-fat and high-sugar
diet. The osteoarthritis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the Hulth method of medial meniscus resection and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cut. The diet nursing group was given defatted feed and sodium hyaluronate in the joint cavity. The non-nurs鄄

ing group only received sodium hyaluronate treatment. The obesity model group and the obesity OA model group were
still given high-fat and high-sugar diets for 12 consecutive weeks on the basis of the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the
OA model. After 12 weeks of diet intervention, the rats in each group were weighed, and the body length was measured

to calculate the body mass index (BMI). The rats忆 autonomous activities, holding power, total cholesterol (TC), triglycerides
(TG),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HDL-C) and low-density lipoprotein (LDL-C) levels were detected.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rat knee cartilage tissue were observed. The serum level of Visfatin an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Visfatin in
cartilage tissue were detected. Results The body weight, BMI, serum levels of TC, TG, LDL-C, Visfatin and the Vis鄄

fatin protein in knee cartilage tissue of rats in the diet nursing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obese
OA model group. The serum HDL-C, number of activities,and grasping strength of the diet nursing group was signifi鄄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obese OA model group. In the diet nursing group, the shape of the naive chondrocytes un鄄
der the light microscope was normal, and the loss of damage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nclusion Diet intervention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on osteoarthritis in obese OA rats. This effect may be related to reducing the expression of vis鄄
fatin protein in cartilage tissue and improving lipid metabolism in OA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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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性关节炎渊Osteoarthritis袁OA冤又称老年性退行

性关节炎袁是致残率最高的慢性骨关节病 遥 随着人口
[1]

[基金项目] 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渊蕴再员愿匀员苑园园园猿冤

老龄化及肥胖症患者的增多袁OA 发病率逐年升高袁严

重危害人类健康[2]遥 已知肥胖是 OA 的重要病因袁与其
发生发展密切相关[3]遥 力学负荷或脂代谢紊乱是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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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 OA 的可能机制[4-5]袁其中力学因素造成关节损伤

下袁于浙江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饲养袁实验动物

阐明遥 骨科临床对 OA 的治疗常局限于关节局部袁往

1.2 实验主要药品与仪器

的作用较为明确[6-7]袁而代谢紊乱与 OA 的关系仍有待

往忽略肥胖因素对疾病发展和疗效的影响遥 饮食干预
是控制体重的有效手段袁可能成为减轻或预防肥胖患

者 OA 进展的辅助治疗方法[8-9]遥 临床研究表明袁通过
饮食护理降低体重袁能明显减轻肥胖 OA 患者在疼痛
和功能上的症状[10-11]遥 Meta 分析发现袁肥胖患者降低

10%体重可使 OA 症状发生率下降 21.4%[12]遥 然而袁饮
食护理减轻肥胖型 OA 症状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楚遥

体质量指数渊Body mass index袁BMI冤作为一种肥

胖相关的风险因素与膝关节 OA 的影像学表现及临

床症状有显著关系[13]遥 Richette 等 [14]证明 BMI 下降显

许可证号 SYXK渊浙冤2018-0012遥

基础饲料由浙江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曰

Visfatin 的 ELISA 试剂盒购买于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曰BCA 蛋白浓度试剂盒购买于碧云天生物公

司曰AU5800 全自动血生化仪袁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曰
BW-YLS-1B 型大鼠自主活动记录仪袁海软隆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曰JNT-YLS 型大鼠抓力检测仪袁北京冀诺
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曰JS-06A 型电子秤袁深圳市优米
仪器设备有限公司遥
1.3 模型制备及给药

本研究以 90 只 SD 大鼠适应实验环境 1 周后进

著改善了肥胖 OA 患者在疼痛和功能上的症状遥 肥胖

行模型制备袁其中随机选取 30 只大鼠饲以普通饲料袁

对于缓解疼痛尧关节僵直尧关节稳定性下降有着重要

其余 60 只大鼠高脂饲料渊10%蛋黄尧10%蔗糖尧10%猪

人群体内大量脂肪沉积袁合理控制体质量袁降低 BMI袁
的意义遥 Ding 等[15]研究发现袁不仅在负重关节如膝尧髋

OA 的发生率与体重有显著正相关袁非负重关节如指

间关节 OA 在超重和肥胖人群也显著增多袁提示肥胖代

谢紊乱在 OA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遥 脂肪组织能分泌
产 生 内 脂 素 渊Visfatin冤尧 脂 联 素 渊Adiponectin冤尧 瘦 素
渊Leptin冤和抵抗素渊Resistin冤等大量的前炎症因子和

脂肪因子[16]遥 关节腔脂肪因子的局部浓度变化可能在
OA 软骨代谢平衡的病理生理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遥 Visfatin 作为一种软骨基质分解因子促进软骨

细胞 ADAMTS-4尧ADAMTS-5尧MMP-3 和 MMP13 的

合成和释放[17]遥在 IL-1 协同下袁Visfatin 进一步促进人
膝关节软骨及半月板的降解袁且 OA 患者血清尧髌下

脂肪垫和滑液中 Visfatin 含量均升高[18-19]袁提示 Visfatin
参与 OA 软骨基质的降解病理生理过程遥

基于上述问题袁本实验推测肥胖引起的脂代谢紊

乱与 OA 进展密切相关袁可能通过 visfatin 异常表达
发挥作用袁本研究结合高脂饲料和糖水喂养及以内侧

半月板切除和前交叉韧带切断的 Hulth 法建立大鼠
肥胖型 OA 模型袁并通过饮食干预探讨大鼠血清 Vis鄄

fatin 水平与肥胖加重大鼠骨关节炎的变化袁从而为骨
科临床 OA 尤其是肥胖型 OA 的治疗提供新的科学

并将其随机分为正常组渊n=15冤及 OA 模型组渊n=15冤曰
油尧0.5%胆固醇冤及糖水渊10%蔗糖冤饲养 4 周遥4 周后袁
随机选取 45 只大鼠依据 Hulth 法建立经典的 OA 模
型袁即切开大鼠双侧关节腔袁切断前交叉韧带尧切除内

侧半月板遥余 15 只大鼠作为肥胖模型组渊n=15冤遥经手
术后袁45 只大鼠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肥胖 OA 模型组

渊n=15冤尧饮食护理组渊n=15冤尧无护理组渊n=15冤遥正常组
饮食不作处理曰OA 模型组大鼠双侧膝关节手术造成
OA 模型曰 肥胖模型组仅饲以高脂饲料与糖水曰 肥胖

OA 模型组在膝关节造成 OA 模型的同时喂饲高脂饲

料与糖水曰饮食护理组是在肥胖 OA 模型成功建立的
基础上改成喂饲脱脂饲料与自来水袁同时关节腔注射

玻璃酸钠进行治疗曰无护理组是在肥胖 OA 模型成功

建立的基础上仅进行玻璃酸钠治疗遥 分组及干预流程
见图 1遥

1.4 检测方法

1.4.1 BMI 指数测定 饮食干预 12 周后袁对各组大鼠
称重和量取体长袁并计算袁BMI=体重渊kg冤/体长渊m冤2遥

1.4.2 大鼠自主活动及抓力的检测 饮食干预 12 周结

束后进行大鼠自主活动及抓力的检测遥 应用大鼠自主
活动程序仪测定大鼠的自发活动并计数袁当计算机进
入测定程序后袁将大鼠放入自主活动箱中袁每个活动

依据袁现报道如下遥

箱中 1 只袁由计算机自动记录大鼠的活动情况遥 实验

1 材料与方法

大鼠 5 min 内的活动次数曰抓力的测定在饮食干预结

1.1 实验动物

90 只 5 周龄清洁级雄性 SD 大鼠袁体重170耀180 g袁

购买于海西普尔-必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袁实验动物

许可证号 SCXK渊沪冤2013-0016曰在温度渊22依2冤益袁湿
度 50%耀60%袁12 h 昼夜节律袁自由饮水与进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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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袁每只大鼠放入活动箱内袁适应 3 min 后袁记录每只
束后袁用抓力测定仪对各组大鼠进行抓力测试袁分别
测 2 次袁记录其最大值遥

1.4.3 血清 TC尧TG尧LDL-C 尧HDL-C 和 Visfatin 含
量的测定 实验终点时袁大鼠禁食不禁水 12 h 后袁以

30 mg/kg 戊巴比妥钠腹腔注射麻醉袁行心脏采血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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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鼠分组及饮食干预流程

以 3000 r/min 离心处理 20 min 后袁分离出上层血清遥

用 全 自 动 血 生 化 仪 对 各 组 大 鼠 血 清 中 的 TC尧TG尧
HDL-C 和 LDL-C 进行含量分析遥 采用大鼠 Visfatin
ELISA 试剂盒渊SBJ-R0309袁南京森贝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冤检测大鼠血清中 Visfatin 水平袁方法严格按照试
剂盒实验步骤进行袁最后在酶标仪 450 nm 波长下袁读
取 OD 值遥
1.4.4 大鼠膝关节病理分析 饮食干预 12 周后袁各组
大鼠处死后取下膝关节袁并将多余肌肉组织剔除袁用
4%多聚甲醛溶液浸泡固定遥1 周后袁经蒸馏水冲洗袁再

用 EDTA 溶液脱钙处理袁完成脱钙后袁进行常规的脱
水袁包埋并制备 4 滋m 厚度切片袁行 HE 染色袁光学显
微镜下进行膝关节软骨组织病理学观察遥
1.4.5 q-PCR 法检测大鼠膝关节软骨 Visfatin mRNA
表达 各只大鼠均取 50 mg 膝关节软骨组织样本袁迅
速置于液氮预冷的研钵中袁液氮中用力迅速研磨袁加
入 Trizol 试剂提取样品总 RNA遥 取 2 滋g 总 RNA 为模
板袁以 PrimeScriptTM RT Master Mix 试剂盒逆转录为
cDNA遥 以 SYBR 荧光法在 ABI7000PCR 仪进行扩增
反应遥 Visfatin 上游引物序列为院5'-CCGAGTTCAA鄄
CATCCTCC-3'袁 下游引物序列为院5'-GTTTCCTCATATTTCACCTTCC-3'曰GAPDH 上 游引物 序列 为:5'GGCAAATTCCATGGCACCGT-3'袁下游引物序列 为 :

5' -TGGACTCCACGACGTACTCA -3'曰GAPDH 作 为 内
源性管家基因袁用以标准化各样本遥 Visfatin mRNA 相
对表达水平采用 2-吟吟Ct 方法计算遥
1.4.6 Western blot 检测大鼠膝关节软骨组织中
Visfatin尧Collagen-域和 Aggrecan 的蛋白表
达 采用 Western blot 进行大鼠膝关节软 骨组织中
Visfatin尧Collagen-II 和 Aggrecan 的蛋白表达检测袁将
收集的膝关节软骨组织液氮研磨后加入裂解液袁进行
常规蛋白提取袁BCA 法测定总蛋白含量遥 等量的 50 滋g

的蛋白样品上样进行 SDS-PAGE 电泳袁之后转移至
PVDF 膜袁使用 5%脱脂奶粉进行闭光封闭 1 h袁TBST

缓冲液洗涤后袁加入一抗稀释液渊Visfatin 和 Collagen-

域按照 1:1000 比例稀释袁Aggrecan 按照 1颐100 比例进
行稀释冤袁4益过夜袁洗膜后加入相应辣根酶标记的二
抗孵育袁洗涤后与 ECL 发光试剂反应袁曝光洗片袁扫
描图像后用 Image J 软件计算各条带的吸光度值袁以
GAPDH 作为内参进行标准对照遥每组实验重复 3 次遥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袁计量资料采
用渊x依s冤进行描述袁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袁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饮食干预对肥胖型 OA 大鼠生存状态及 BMI 的影响
正常组大鼠精神状态饱满袁生长良好袁毛发光泽袁
活动频繁袁反应正常曰OA 模型组和肥胖 OA 模型组精
神萎靡且嗜睡袁活动频率少且较缓慢袁肥胖 OA 模型
组尤为明显曰 饮食护理组大鼠总体状态相交肥胖 OA
模型组为好袁无护理组相交饮食护理组大鼠改善程度
稍弱遥 BMI 指数能够有效反映大鼠肥胖程度遥 本文研
究大鼠分组及饮食干预流程见图 1袁OA 模型组与正
常组比较袁大鼠分组及饮食干预流程大鼠体重袁体长
及 BMI 指数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各组间大
鼠的体长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肥胖模
型组与肥胖 OA 模型组相较于 OA 模型组大鼠的体
重及 BMI 指数均显著升高遥 饮食护理组大鼠的体重
及 BMI 指数低于肥胖 OA 模型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渊P约0.05冤袁而无护理组与肥胖 OA 模型组比较袁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图 2遥

2.2 饮食干预对肥胖型 OA 大鼠自主活动及抓力的影响
OA 模型组与正常组比较袁大鼠自主活动及抓力
明显降低曰与 OA 模型组比较袁肥胖模型组大鼠自主
活动及抓力稍高袁而肥胖 OA 模型组显著降低曰饮食
护理组及无护理组大鼠与肥胖 OA 模型组比较显著
升高遥 见图 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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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组大鼠体重尧体长及 BMI 指数比较

图 4 各组大鼠 TC尧TG尧LDL-C 和 HDL-C 的含量水平比较

注院与 OA 模型组比较袁 P<0.05袁 P<0.01曰与肥胖 OA 模型组比较袁 P<0.01
*

**

银银

注院与 OA 模型组比较袁**P<0.01曰与肥胖 OA 模型组比较袁银银P<0.01

2.5 饮食干预对肥胖型 OA 大鼠膝关节软骨 visfatin
表达水平的影响

如图 5A 所示袁正常组与 OA 模型组比较袁正常组

大鼠血清中 visfatin 含量水平明显低于 OA 模型组大
鼠曰肥胖 OA 模型组和肥胖模型组与 OA 模型组比较袁

肥胖 OA 模型组大鼠血清中 Visfatin 含量水平明显升
高曰饮食护理组和无护理组与肥胖 OA 模型组比较袁饮

图 3 各组大鼠活动次数及抓力比较
注院OA 模型组与正常组比较袁 P<0.01曰与 OA 模型组比较袁 P<0.05袁
吟吟

*

P<0.01曰与肥胖 OA 模型组比较袁银银P<0.01

**

2.3 饮食干预对肥胖型 OA 大鼠血脂代谢的影响

OA 模型组与正常组比较袁大鼠的 TC尧TG尧LDL-C

和 HDL-C 的含量水平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
0.05冤曰肥胖 OA 模型组和肥胖模型组与 OA 模型组比

较袁大鼠的 TC尧TG尧LDL-C 含量显著上升袁而 HDL-C
含量呈相反趋势曰与肥胖 OA 模型组袁饮食护理组大
鼠的 TC尧TG尧LDL-C 含量水平显著降低袁而无护理组
则未显示统计学差异遥 见图 4遥

2.4 饮食干预对肥胖型 OA 大鼠膝关节软骨病理改变
的影响

食护理组大鼠血清中 Visfatin 含量水平明显降低袁而
无护理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通过 qPCR 法检测肥胖型 OA 大鼠膝关节 Visfatin 的
mRNA 表达水平袁本研究发现饮食护理组大鼠相较于
肥胖 OA 模型组袁Visfatin 的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降

低渊图 5B冤遥 相似的是袁通过 Western blot 进一步检测
大鼠膝关节软骨组织中 Visfatin 的蛋白表达袁结果表

明袁饮食护理干预后 12 周后袁大鼠软骨组织中 Visfatin
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渊图 5C冤遥 进一步比较得知袁

饮食护理组相较于无护理组大鼠袁大鼠血清及膝关节
软骨组织中 Visfatin 的表达水平显著降低遥
3 讨论
骨性关节炎渊OA冤是以关节退行性改变为主要病

正常组与 OA 模型组比较袁OA 模型组膝关节软

理特征的常见慢性疾病袁其病理改变主要为关节软骨

OA 模型组与 OA 模型组比较袁 软骨细胞脱失现象

动能力及生活质量遥 OA 的发病病因复杂多样袁与高龄尧

骨表面缺损严重袁幼稚软骨细胞脱失现象明显遥 肥胖

磨损尧软骨下骨硬化及骨赘增生袁严重降低患者的活

尤为明显遥 饮食护理组大鼠相较于肥胖 OA 模型组袁

性别尧过度运动尧遗传尧炎症尧肥胖尧性激素尧代谢障碍尧

软骨细胞形态正常袁排列有序袁软骨层厚度适宜袁软骨
细胞脱失现象有所减弱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无饮食护理
组相较于饮食护理组袁幼稚软骨细胞数量优于饮食护
理组遥 见封三图 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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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密度尧关节损伤尧吸烟等诸多因素有关 [20]遥 肥胖在

OA 中作为主要的危险因素导致的 OA 亚型逐渐引起

研究者的关注遥以往研究常将肥胖导致 OA 发生的机制
归于承重关节的机械负荷过载袁加速软骨基质的损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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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患者血浆的内脂素水平明显多于正常健康对照组遥
此外袁在小鼠关节软骨细胞中袁Visfatin 可促进 PGE2尧
ADAMTS-4/-5 and MMP-3/-13 的表达袁提示 Visfatin
参与 OA 软骨基质的降解过程[29]遥 本研究发现饮食干预

肥胖 OA 模型后袁大鼠血清中 Visfatin 含量水平明显降
低袁且 Visfatin 在大鼠膝关节软骨组织中的 mRNA 及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袁提示饮食干预可能通过降低
血清 Visfatin 水平来降低 OA 中软骨组织的降解水平遥

综上所述袁高糖高脂饮食导致的肥胖伴随着脂质

代谢紊乱及 Visfatin 水平升高袁软骨组织的降解遥饮食
图 5 大鼠膝关节软骨中 Visfatin 表达水平比较
A院大鼠血清中 Visfatin 含量水平曰B院大鼠膝关节软骨中 Visfatin的mRNA

表达水平遥 C院大鼠膝关节软骨中 Visfatin 的蛋白表达水平

注院OA 模型组与正常组比较袁吟吟P<0.01曰与 OA 模型组比较袁*P<0.05袁

P<0.01曰与肥胖 OA 模型组比较袁银P<0.05袁银银P<0.01曰饮食护理组与无

**

护理组比较袁#P<0.05袁##P<0.01

干预护理可能通过降低 Visfatin 水平抑制软骨组织降

解破坏发挥抗肥胖相关 OA 的作用遥 总之袁Visfatin 在
肥胖相关 OA 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袁而具体
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袁该研究为阐明饮食护理防治肥
胖型 OA 提供参考思路遥

然而袁最近研究表明袁肥胖不仅在承重关节发生 OA袁

在非承重关节也有 OA 发生[21]遥 肥胖时脂肪组织分泌
的脂联素尧内脏脂肪素尧瘦素尧抵抗素等多种脂肪因

子袁通过全身代谢变化在承重及非承重关节 OA 中都
发挥重要作用[22]遥

饮食干预是控制体重的有效手段袁亦是 OA 辅助

治疗的重要方法袁对预防或减轻肥胖患者 OA 进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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