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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对A7 r5细胞增殖及MMP一2表达的影响

禹莉1。章尧2。陈昌杰2，高绪锋1，王惠

[摘要]目的：观察同型半胱氨酸(Hey)对大鼠胸主动脉平滑肌细胞(A，b细胞)增殖及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表达的影

响。方法：分别用0、0．25、0．5、1 mmol／L Hcy作用A，如细胞48 h后，细胞计数及MrI，r法检测A7r5细胞的增殖情况，半定量逆

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MMP-2 mRNA的表达，免疫印迹法(Westem blot)检测MMP-2蛋白的表达。培果：随着Hey

浓度的增加，A，h细胞数目和吸光度(OD)值呈剂量依赖性增加，其中O．25、O．5、1 mmol／L Hcy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一P<0．01)。MMP-2 mRNA的表达随着Hcy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呈剂量依赖性，各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Hey呈剂量依赖性上调A，如细胞MMP-2蛋白的表达，各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一P<0．01)。结论：Hey在一定范围内呈剂量依赖性促进A7 r，细胞增殖，可在蛋白及mRNA水平使A，r5细胞MMp02表

达呈剂量依赖性增加，这一效应可能是Hey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分子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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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Hence of homocysteine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2 in A7 rs cells

YU Lil，ZHANG Ya02，CHEN Chang-jie2，GAO Xu—fen91，WANG Huil

(1．Reseawh Center ofClinical Laboratory Science，2．Department of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homocysteine(Hey)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2(MMP-2)in A7r5 cells．Methods：A7r5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0．25，0．5 or 1 mmol／LHcy for48 hours．Cells counting and MTY were

used todetect the proliferation of A，r5 cells．Semiquantitative rever,眈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T·PCR)waB used to

examine the production of MMP-2 mRNA．Western blot wa$used to evaluate the production of MMP-2 protein．Results：The number of

A，r5 ceHs and optical density value increased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Hcy rose．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groups of 0．25，0．5，1 mmol／L Hcy and control group(P<0．05一P<0．01)．Hcy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of

MMP-2 mRNA dose-dependently．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each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尸<0．05)．Hey

up·regulated the production of MMP-2 protein dose·dependently．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each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P<0．05一P<0．01)．Conclusions：Hey could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A，r5 cells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砒

SOrtie extent．Hcy could generate the production of MMP-2 dose—dependently beth in protein and mRNA level．This effect might be one of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in the atherosclerosis induced by H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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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是一种含硫

氨基酸，它是蛋氨酸代谢的中间产物。许多研

究u’2o表明，血中Hcy升高是动脉粥样硬化

(atherosclerosis，AS)发生的一个独立、重要的危险

因素，但其导致AS的分子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血

管平滑肌细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VS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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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殖和迁移在AS病理过程的发生、发展中起关

键作用。Zempo等¨1报道与粥样斑块形态发生有关

的VSMC迁移和增殖过程涉及细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 matrix，ECM)重塑。基质金属蛋白酶

(matrix metall叩roteinases，MMPs)可以降解ECM，在

ECM的重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胶原是ECM

的主要成分，Ⅳ型胶原参与血管基底膜的形成，具有

支持血管的作用。ECM尤其是基底膜是VSMC迁

移必须克服的生理屏障，而MMP-2是降解Ⅳ型胶原

最主要的MMPs。本研究通过观察不同浓度的Hcy

对体外培养的A，r5细胞增殖以及对A，r5细胞表达

MMP-2是否有影响，旨在进一步探讨Hcy致AS作

用的分子机制。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1)细胞株：大鼠胸主动脉平滑肌细胞

株A，r5细胞购于中科院上海细胞所。(2)主要实验

试剂：DMEM培养基、胎牛血清(fetal calf serum，

FCS)购自Gibco公司；Hcy、4-羟乙基哌嗪乙磺酸

(Hepes)、L一谷氨酰胺购自Sigma公司；Tfizol试剂购

自Invitrogen公司；Taq酶购自MBI Fermentas公司；

小鼠抗大鼠MMP-2抗体购自Santa Cruz公司；

[3-actin抗体、兔抗小鼠IgG购自北京中杉金桥公司；

PVDF膜购自Millipore公司；PMSF、细胞裂解液购自

碧云天公司；化学发光增强液购自Pierce公司。

(3)主要仪器：CO：培养箱(日本科学株式会社)；水

平、垂直电泳槽，电转移装置(美国BIO-RAD公

司)；PCR扩增仪(日本PE公司)；FR-200紫外与可

见光分析装置(上海复日科技公司)；Muhiskan

Asent酶标仪(芬兰)。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A，r5细胞株接种于含10％FCS

的新鲜DMEM培养液中，置37℃、饱和湿度、5％

CO：培养箱中。0．1％胰酶消化传代。所有实验操

作均采用对数生长期的细胞。

1．2．2细胞计数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胰酶消化后

制成单细胞悬液，调整细胞密度为4×104／ml，

37℃，饱和湿度，5％C02培养箱中培养48 h后，吸

弃原培养液，用含0．4％FCS的DMEM培养24 h，使

细胞同步化增长后分成4组，加入终浓度分别为O、

0．25、0．5、l mmol／L Hcy，继续培养48 h。弃去培养

液，消化细胞，制成单细胞悬液，细胞计数板内进行

细胞计数。

1．2．3四甲基偶氮唑蓝(MTY)实验取对数生长

期细胞，胰酶消化后制成单细胞悬液，以4×103／ml

密度接种于96孔板，每孔200止，37℃，饱和湿度，

5％CO：培养箱中培养48 h后，吸弃原培养液，用含

0．4％FCS的DMEM培养24 h，使细胞同步化增长

后分成4组，加入终浓度分别为0、0．25、0．5、
1 mmol／L Hcy，同时设空白对照组(只含10％FCS

的DMEM培养液，无细胞)，每组设5个复孔，继续

培养44 h。每孔加入MrI-r 20恤l(5 ms／m1)继续培

养4 h，弃去培养液，每孔加入150斗l二甲亚砜，避

光振荡10 rain，使蓝紫色结晶充分溶解，酶标仪

553 nm波长下测各孔吸光度(OD)值。

1．2．4 RT．PCR检测MMP-2 mRNA表达A7r5细

胞以2×105／ml密度接种于培养瓶，培养48 h后，

换含0．4％FCS的DMEM培养24 h，使细胞同步化

增长后分成4组，加入终浓度分别为0、0．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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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mol／L Hcy，继续培养48 h。收集细胞，用不含

FCS的DMEM培养液洗涤2次，加Trizol试剂1 m1．

按操作提取总RNA。取3山总RNA为模板，用随

机引物逆转录合成cDNA，以此cDNA 2山为模板，

PCR扩增，所用MMP-2引物：上游5’-GTC CTG ACC

AAG GAT ATA GCC-3’，下游5’一AGA CCC AGT ACT

CAT TCC CTG-3 7，预计扩增产物长465 bp。以B．

actin为内参照，引物上游：5’-TCA TGA AGT G1吣

ACG TrG ACA’rCC GT-3’，下游5 7-CCT AGA AGC

ATr TGC GGT GCA CGA TG．3’，预计扩增产物长

285 bp。引物均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合成。PCR反应体系终体积为25斗l，反应条

件：95℃预变性3 min，94℃变性30 8，59℃退火

30 s，72℃延伸45 s，36个循环后72℃平衡7 rain。

4℃保存。将PCR产物进行1．5％琼脂糖凝胶电

泳，凝胶成像系统进行灰度扫描，以B—actin作为内

参照分析不同处理组MMP-2 mRNA表达情况。

1．2．5 Western blot法检测MMP-2蛋白表达细

胞处理同RT．PCR步骤，收集不同处理组细胞，用不

含FCS的DMEM培养液洗涤2次，用预冷的裂解液

裂解，按说明书操作提取蛋白。取上清液16 m，加

4仙l 5×上样缓冲液混匀煮沸5 rain后上样，进行

SDS-PAGE(8％分离胶，5％浓缩胶)电泳，电压
90 V，待溴酚蓝到达凝胶底部，将凝胶中的蛋白质湿

转至硝酸纤维素膜(PVDF)上。丽春红s染膜、考马

斯亮蓝染胶，通过与蛋白Marker比较，确定目的条

带位置。将PVDF膜置于含5％脱脂奶粉的TBST

中，室温下摇床轻摇2 h进行封闭。然后将膜置于

TBST 1：200稀释的一抗中4℃冰箱孵育过夜或

37℃孵育2 h，TBST充分洗膜；TBST l：2 000稀释

的辣根酶标记的二抗，37℃孵育1 h，TBST充分洗

膜。ECL显色，暗室曝光，凝胶成像系统扫描成像。

1．3统计学方法采用方差分析和q检验。

2 结果

2．1 不同浓度Hcy对A，r5细胞计数的影响不同

浓度的Hcy与A，r5细胞共培养48 h后，随着Hcy

浓度增加，A，r5细胞数目增多，呈浓度依赖性，其中

0．25、0．5、1 mmol／L Hcy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O．05一P<0．01)(见表1)。

2．2 不同浓度Hcy对A，r5细胞OD值的影响
MrI’I．实验结果显示，不同浓度的Hcy刺激A，r5细胞
48 h后，OD值随着Hcy浓度的增加呈剂量依赖性

增加，其中0．25、0．5、l mmol／L Hey组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一P<0．01)(见表2)。

说明Hcy能明显促进A，r5细胞增殖，在一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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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剂量依赖关系。

表1 不同浓度Hey对A，r5细胞计数的影响(n．=5；孑4-s)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O．05，··P<O．Ol；与0．25 mmol／L

Hey组比较AP<O．05

表2不同浓度Hcy对A7 r5细胞OD值的影响I他=5；i 4-s)

q检验：与对照file较·|p<O．05，··P<O．01；与0．25 mmol／L

Hey组比较AP<O．05

2．3 Hcy对A7rs细胞MMP-2 mRNA表达的影响

经RT．PCR扩增，1．5％琼脂糖凝胶电泳后，凝胶成

像可见A，r，细胞MMP-2 mRNA的表达随着Hcy浓

度的增加而增加，呈剂量依赖性(见图1)。电泳图

谱经Smart view图像软件分析，将各泳道灰度减去

阴性对照后与B—aetin条带灰度的比值作为MMP-2

mRNA的相对值，各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3)。

M：marker；C：阴性时_}|{{组；1～4 I；日性对照组

(分别为0、0．25、0．5、1 mmol／L Hey组)

‘图1不同浓度Hcy处理组A7r5细胞MMP-2mRNA表达检测结果

表3不同浓度Hey处理组A7b细胞MMP-2 mRNA表达

的比值(％J(／1i=3；i4-s J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O．05

2．4 Hcy对A，r5细胞MMP-2蛋白表达的影响
Western blot结果显示，随着Hcy浓度的增加，A7r5

细胞表达MMP-2蛋白的量呈剂量依赖性增加(见图

2)。经Smart view图像软件分析，各实验组条带灰

度与13-actin条带灰度的比值作为MMP-2蛋白表达

的相对值，0．25、0．5、1 mmol／L Hcy组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一P<0．01)(见表4)。

l：对照组(Ommol／L Hcy组)；2：0．25 mmol／L Hcy组；

3：O．5mmo]]LHcy组；4：lmmol／LHey组

图2不同浓度Hcy处理组对ATrs细胞MMP．2

蛋白表达的影响

表4不同浓度Hcy处理组A，r5细胞MMP一2蛋白表达的

比值(％)(nj=3；i±s)

g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0．05，··P<O．0l；与0．25 mmol／L

Hey组比较AP<0．05，△AP<0．01；与O．5 mmol／L Hcy组比较

卯<0．05

3讨论

高Hcy血症作为心血管疾病尤其是As的一个

独立、危险因子，已得到广泛的认同。但Hcy致As

的确切机制目前尚不清楚，但它有三种基本生物学

过程：(1)内膜平滑肌细胞的堆积且伴各种巨噬细

胞和淋巴细胞的聚集；(2)大量结缔组织基质的平

滑肌细胞增生；(3)脂质的堆积。VSMC被公认为

AS斑块中最主要的细胞成分，故平滑肌细胞在AS

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VSMC迁移至血管内

皮下并不断增殖致ECM重构是AS的重要发病机

制。但Hcy致VSMC增殖、迁移的分子机制、基因

调控、信号传导通路目前还未完全阐明。因而探讨

VSMC增殖和迁移的机制及调节，进而探索抑制

VSMC增殖和迁移的新举措，是AS防治中的重要

课题。

本实验以体外培养的A，r5细胞为研究对象，观

察不同浓度的Hey对A，r5细胞增殖的影响。结果

发现，0．25、0．5、1 mmol／L Hcy分别与A7r5细胞共

培养48 h后，细胞计数呈剂量依赖性增加，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一P<0．01)；OD

值也随着Hcy浓度的增加而增加，呈剂量依赖性，

各浓度组与对照组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一P<0．01)，说明Hcy在一定范围内(0～
1 mmol／L)使A，r5细胞计数和OD值增加，表明Hcy

可呈剂量依赖性促进VSMC增殖，与文献报道一

致M J，但Hcy促进VSMC增殖的分子机制尚不完全

明了，Woo等”o报道Hcy可能通过促进有丝分裂、

蛋白激酶活性增加途径刺激VSMC增殖。

本研究RT—PCR结果显示。0．25、0．5、1 mmol／L

Hcy作用A，r5细胞48 h后，MMP-2 mRNA表达逐渐

增加，其相对值分别为(32．67±2．83)％、(37．40±

6．27)％、(38．23±2．49)％，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结果也显示Hcy

使A，r5细胞MMP-2蛋白表达增加，各浓度组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一P<0．01)，说

明Hcy可在蛋白及mRNA水平使A，r5细胞MMP-2

表达呈剂量依赖性增加。MMP-2即明胶酶A，是

MMPs家族成员之一，表达较广泛，且具有广谱的裂

解底物，主要降解明胶、多种胶原和基底膜成分，其

中胶原是ECM的主要成分，Ⅳ型胶原参与血管基底

膜的形成，具有支持血管的作用。ECM尤其是基底

膜是VSMC迁移必须克服的生理屏障∞qJ。本研究

结果提示，Hey可影响血管平滑肌细胞MMP-2的表

达，使血管平滑肌细胞MMP．2表达增加，推测MMP．

2可通过降解明胶、多种胶原，尤其是基底膜等ECM

成分，打破VSMC迁移必须克服的生理屏障，使

VSMC不断增殖和迁移，导致血管内膜增厚和血管

重建。另外基底膜的破坏使平滑肌细胞的收缩表型

发生改变，失去了收缩功能的平滑肌细胞吞噬脂质

成为泡沫细胞，发展成粥样斑块，在促使AS发生和

发展中起着一定的作用。Hcy呈剂量依赖性诱导

A，r5细胞MMP-2表达增加的效应可能是其导致AS

的分子机制之一。

由于对高Hcy血症的治疗策略已经成为一个

重要的研究领域，因此阐明Hey在As中的可能致

病机制对于合理的制定干预策略无疑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通过细致探讨Hcy致AS发病的可

能机制，不但可以丰富AS发生的理论，也为临床防

治AS提供更多干预的靶点。

【 参 考 文 献 】

[1] Guilland JC，Fader A，Potier de Courey G．d以．

Hyperhomocysteinemia：all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r a simple

Ulll／'ker of vascular disease?1．Basic data[J]．Pathol Biol

(凡廊)，2003，51(2)：101—110．

[2]MedinaM，UrdialesJL，Amores．S6nchezMI．Roles ofhomocysteine

in cell metabolism：old and ng目ttF functions[J]．Eur J Biochem，

2001。268(14)：3 871—3 882．

[3]Zempo N，Koyanm N，Kenagy RD．et a／．Regulation of vascular

smooth mu∞le cell migration and proliferation in vitro and in

injured rat arteries by a synthetic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hibitor

[J]．Arteriosder Thromb Vtuc Biol，1996，16(1)：28—33．

[4]王丽珍，张敬各，智艳芳，等．同型半胱氨酸对人血管平滑肌细

胞增殖和5，10一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RNA表达的影响

[J]．包头医学院学报，2007．23(2)：103—105．

[5]Woo DK，Dudfick SJ，Sumpio BE．Homocysteine stimulates MAP

kinase in bovine aortic smooth muscle cells[J]．Surgery，2000，128

(1)：59—66．

[6]Visse R，Nagase H．Matrix metallopmteinases and ti％ue inhibitom

of metallopmteinases：structure．function，and biochemistry[J]．

C／rc Res，2003。92(8)：827—839．

[7] Galis ZS。Khatri JJ．Matrix metallopmteinases in vascular

remodeling and atherogenesis：the good，the bad，and the ngty[J]．

C／rc Res，2002，90(3)：251—262．

[8]Nagase H，Visse R，Murphy G．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matrix

metallopmteinases and'liMPs[J]．Card／ovasc Res，2006，69(3)：

562—573．

医学论文中常用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四)：括号

括号有小(或圆)括号()、中(或方)括号[]、六角括号(]、尖括号<>、大(或花)括号{}、鱼尾号或黑括号

【】、双括号《》等之分，其中以()应用较多。()主要用于文内注释、标出原文等之用，当仅对句子的某一部分

或个别词语进行注释或标出原文、别名、俗名时，称之为“句内括号”；当对全句进行注释时，称之为句外括号。

()加在数字外尚可用来表示序次、参考文献中期刊的“期”或报纸的“版”，数字外加()表示其为算术均数。方

括号[]在科技文稿中主要标在正文中引用参考文献的文献序号外，当作为正文的一部分时与正文等大，当仅

标注文献出处时，则较正文字小一号，而标于引文原著者或引用内容末字的右上角作角标处理。当标注原文的

首字母为C时，为防止混淆，也可用[]代替()。六角括号[]主要用来标注外国人姓名汉译后的国藉等。不少

书刊将标注文献序号的[]误为[]应注意纠正。黑括号【】或双括号《》主要用于工具书中用来标出需要强调

或待解释的字词使其更加突出而醒目。

数字运算或有关数理公式中，()、[]及{}均较常用，三者并用时其排列顺序为{[()]}，文字叙述中有时

需[]与()并用，其排列顺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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