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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２００（２００９）０３－０１８８－０４

同型半胱氨酸诱导内皮细胞炎症损伤及
金雀异黄酮的保护作用机制探讨
李文学１。庄颖１，董建丽２
【摘要］目的：探讨金雀异黄酮（ｇｅｎｉｓｔｅｉｎ，ＧＥＮ）对同型半胱氨酸（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诱导的内皮细胞毒性和炎症的抑制作用及
其分子机制。方法：采用Ｍ１Ｔｒ法检测细胞活性，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变化，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相关炎症分子
白细胞介素－６（１Ｌ－６）和细胞间黏附分子－ｌ（ＩＣＡＭ一１）。结果：单独加５．０ ｍｍｏｌ／Ｌ的Ｈｃｙ组活力最差，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显微镜下见对照组细胞呈单层鹅卵石样紧密排列，细胞状态良好，而Ｈｅｙ

５．０

ｍｍｏＶＬ组细胞排列杂乱，

凋亡增多，状态也最差。ＥＬＩＳＡ结果发现，与对照组比较，５．０ ｍｍｏＶＬ的Ｈｃｙ能显著增强ＩＬ－６及ＩＣＡＭ－ｌ表达（Ｐ＜０．０１）。然
而ＧＥＮ（１０、５０、１００“ｍｏＬ／Ｌ）能够增强细胞活力，显著抑制由Ｈｃｙ介导的ＩＬ－６及ＩＣＡＭ·ｌ表达的增强，大大改善细胞状态，尤其
是１００斗ｍｏＬ／Ｌ的ＧＥＮ（Ｐ＜０．０１）。结论：ＧＥＮ对Ｈｃｙ介导的内皮细胞毒性及炎症反应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关键词］动脉粥样硬化；金雀异黄酮；同型半胱氨酸；ＥＣＶ－３０４细胞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Ｒ ５４３．５；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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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属含硫氨基

研究表明，Ｈｃｙ能够引起内皮功能紊乱旧Ｊ，表现为对

酸，是蛋氨酸代谢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中间产物…。

缩血管药物的反应增强，而对内皮依赖性舒张剂反

１９６９年ＭｃＣｕｌｌｙ在２例患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的儿
童尸检中，发现广泛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血栓形

应减弱。它可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是血管造影还不
能观察到的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的标志Ｍ’５］。但是，

成，初步认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易患动脉粥

目前对于Ｈｃｙ引起内皮功能紊乱的作用机制了解

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旧Ｊ。此后，Ｈｅｙ就作为致动脉

还很少。金雀异黄酮（ｇｅｎｉｓｔｅｉｎ，ＧＥＮ）为一种植物

粥样硬化性血管病的一种危险因素倍受重视。最近

雌激素，目前认为其可能降低内皮细胞氧化损伤的
程度，提高细胞活力，改善血管内皮功能∞１；可在肿
瘤细胞、淋巴细胞等细胞上降低相关炎症因子水平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７－０８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ｋｊ２９０ＺＣ）
［作者单位］１．蚌埠医学院Ｉ豳床检验诊断学实验中心，安徽蚌埠
２３３０３０；２．河南省郑州创新中医院检验科，４７４５００

及抗肿瘤、抗炎作用∞１；可降低黏附分子的表达，抑
制其与单核细胞、血小板等黏附，抑制脂质沉积．血
栓形成等。因为血管内皮功能障碍不仅是动脉粥样

［作者简介］李文学（１９８０一），男，硕士研究生．

硬化的早期表现，而且可能参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

［通讯作者］庄颖，研究生导师，教授．

过程。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ＧＥＮ对Ｈｃｙ诱导的内

１８９

皮细胞毒性作用以及致动脉硬化的分子机制，为临

ＩＣＡＭ一１浓度。然后继续培养４８ ｈ，倒置显微镜下观

床上防治动脉硬化提供依据。

察内皮细胞形态，用ＷｉｎＦａｓｔ ＰＶＲ软件记录结果并
直接拍摄。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４统计学方法采用方差分析和ｑ检验。

１．１主要试剂ＲＰＭＩ １６４０（Ｇｉｂｃｏ公司），小牛血
清（杭州四季青生物公司），Ｈｅｙ（Ｓｉｇｍａ公司），胰蛋
白酶（Ｄｉｆｃｏ公司），Ｈｅｐｅｓ（Ｓｉｇｍａ公司），四甲基偶氮

２结果
２．１

ＭＴＩ’法检测细胞活力

加ＧＥＮ各组内皮细胞

ｍｍｏｌ／Ｌ组（Ｐ＜０．０１）。与
ｍｍｏｌ／Ｌ组活性最低（Ｐ＜

唑蓝（ＭＴＴ，Ｆｌｕｋａ公司），白细胞介素（ＩＬ－６）及细胞

活性明显高于Ｈｃｙ

５．０

间黏附分子（ＩＣＡＭ．１）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盒（上海瞬唐

对照组相比，Ｈｃｙ

５．０

生物科技公司），ＧＥＮ（Ｓｉｇｍａ公司），二甲基亚砜

０．０１），随着预先加入的ＧＥＮ浓度由低到高，细胞活

（ＤＭＳＯ，Ｓｉｇｍａ公司），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株ＥＣＶ一
３０４（购自武汉中国生物典藏中心）。

性也显著升高，至ＧＥＮ １００ Ｉ＿Ｌｍｏｌ／Ｌ组活性与对照
组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５．０ ｍｍｏｌ／Ｌ的

１．２主要仪器二氧化碳培养箱（Ｓｈｅｌ Ｌａｂ公司），

Ｈｃｙ确实能使内皮细胞受到损伤，活性下降，而不同

倒置显微镜（ＣＫ４０型，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酶联免疫检

浓度的ＧＥＮ却可以抑制Ｈｅｙ这种损伤作用，且呈剂

测仪（ＤＧ ３０２２型，南京华东电子管厂）。

量依赖性升高细胞活力，从而使损伤的内皮细胞得
以恢复（见表１）。

方法

１．３

细胞培养

１．３．１

ＥＣＶ一３０４细胞，用培养基为

表１

１６４０（内含Ｌ．谷氨酰胺２ ｍｍｏｌ／Ｌ、庆大霉素

ＲＰＭＩ

ＧＥＮ对Ｈｅｙ诱导的ＥＣＶ一３０４细胞活性降低的影响
（ｎｉ＝４；孑±ｓ）

５万ｕ／Ｌ），调ｐＨ值至７．２，用前加１０％灭活小牛血
清。细胞在３７℃、５％ＣＯ：，饱和湿度为６０％的培养
箱中孵育培养，０．２５％胰蛋白酶消化、传代。所有操
作均采用对数生长期细胞。
ＭＴＴ比色法测细胞活力

１．３．２

度至４

Ｘ

消化细胞调整浓

１０４／ｍｌ，接种于９６孔培养板，每孑Ｌ

１００斗１

培养过夜，细胞贴壁生长，８０％融合时，吸弃原培养
液。实验组设置４个浓度组，预先加入终浓度为０、
１０、５０、１００＿Ｉｘｍｏｌ／Ｌ的ＧＥＮ孵育１２ ｈ，再分别加入终
浓度为５．０ ｍｍｏｌ／Ｌ Ｈｅｙ的ＩｔＰＭＩ １６４０培养液１００
“ｌ，对照组加不含任何药物的培养液１００ Ｉｘｌ，每组设
４个复孑Ｌ；同时设空白对照（只有培养液，无细胞）继
续培养４８ ｈ。上述每孑Ｌ分别加入２０斗ｌ Ｍ１Ｔｒ（５ ｍｇ／
ｍ１），置５％ＣＯ：３７ ｏＣ孵育４ ｈ后，加三联溶解液每
孔１００ ｉｘｌ（１０％ＳＤＳ＋５％异丁醇＋０．０１２ ｍｏｌ／Ｌ的
Ｈｃｌ），二氧化碳培养箱中继续培养１４ ｈ，镜下观察
甲媵结晶全部溶解后，以空白孑Ｌ调零，酶标仪检测
ｎｍ处的吸光度值（Ａ，加）。

５７０

细胞活力‘％’＝菊画再丽×１００％
实验孔Ａ，，。值

１．３．３

ＩＬ－６、ＩＣＡＭ一１浓度检测及细胞形态学观察

将细胞消化计数，接种于６孑Ｌ培养板，细胞浓度为
１

１０５／ｍｌ，每孔２ ｍｌ，待细胞贴壁长到８０％融合时，

Ｘ

吸弃原培养液。实验组预先加入终浓度为０、１０、
５０、１００
５．０

Ｉ山ｍｏｌ／Ｌ的ＧＥＮ孵育１２ ｈ，再加入终浓度为

ｍｍｏｌ／Ｌ的Ｈｃｙ。对照组不加入任何药物，只加

入等量的培养液，继续孵育，分别收集各组０、６、１２、
２４

ｈ细胞培养上清液，按ＥＬＩＳＡ法检测ＩＬ－６及

ｑ检验：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ｏｌ；与Ｈｅｙ
５．０

２．２

ｍｍｏｔ／Ｌ组比较槲Ｐ＜０．０ｌ

ＥＣＶ一３０４细胞的形态学改变

正常ＥＣＶ－３０４

细胞光滑饱满，呈单层铺路石样镶嵌排列。Ｈｅｙ ５．０
ｍｍｏｌ／Ｌ组细胞收缩、变圆，彼此连接减少，细胞排列
变得杂乱，聚集成团，出现脱落现象，说明细胞受损
非常严重。随着ＧＥＮ浓度的增高，细胞形态逐渐改
善，其效应呈剂量依赖性。ＧＥＮ

１０

Ｉｘｍｏｌ／Ｌ组细胞
间隙缩小，细胞问连接增加，细胞边界较清楚，少数

细胞恢复成短梭形。ＧＥＮ

５０

ｔｘｍｏｌ／Ｌ组细胞与单纯

加Ｈｅｙ ５．０ ｍｍｏｌ／Ｌ组比较，细胞形态明硅好转，可
见大部分细胞为多角形或短梭形，呈单层排列；细胞
仍然有脱落现象，但已大大减少。而ＧＥＮ

１００

ｉｘｍｏｌ／Ｌ组细胞饱满，大小均匀，几乎无脱落现象，形
态基本恢复正常，与对照组无太大差别（见图１）。
２．３

ＩＬ－６及ＩＣＡＭ．１浓度５．０

ｍｍｏｌ／Ｌ

Ｈｅｙ作用
不同时间后，ＩＬ－６和ＩＣＡＭ一１的表达水平都显著升
高，且均于１２ ｈ左右达到峰值，此后逐渐下降。与

０

ｈ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尸＜０．０１）（见表２）。

在ＧＥＮ（１０、５０、１００ ｔｘｍｏｌ／Ｌ）预处理６ ｈ，再加入
Ｈｅｙ，作用１２ ｈ后，各组ＩＬ－６及ＩＣＡＭ一１

５．０ ｍｍｏｌ／Ｌ

１９０

Ａ：正常对照组Ｂ：Ｈｅｙ ５．０ ｍｍｏｌ／Ｌ组Ｃ：ＧＥＮ
Ｄ：ＧＥＮ ５０ ｐ。ｍｏｌ／Ｌ＋Ｈｅｙ ５．０

图１

水平均下降。其中ＧＥＮ
显，与单纯加Ｈｃｙ

５．０

１００

ｍｍｏｌＦＬ组Ｅ：ＧＥＮ

１０斗ｍｏｌ／Ｌ＋Ｈｅｙ ５．０

ｍｍｏｌ／Ｌ组
ｍｍｏｌＦＬ组

１００ ｐ，ｍｏｌ／Ｌ．Ｉ－Ｈｅｙ ５．０

Ｈｃｙ致内皮细胞损伤及ＧＥＮ作用后的细胞形态学变化（１０×２０）

ｐ。ｍｏｌ／Ｌ组下降最明

ｍｍｏｌ／Ｌ组ＩＬ－６水平比较，差

３讨论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ＩＣＡＭ一１水平与对

Ｈｃｙ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被认为主要是由于其对

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ＧＥＮ能

内皮细胞的损伤，而损害机制至今未明，推测可能是

抑制由Ｈｃｙ诱导的炎症因子ＩＬ－６和ＩＣＡＭ一１增高，

且具有剂量依赖性，以高浓度组最显著（见表３）。

Ｈｃｙ产生的氧化应激反应及相关信号通路被激活，
而造成血管内皮细胞损伤，致内皮细胞结构和功能

表２

Ｈｃｙ（５．０ ｍｍｏｌｆＬ）作用不同时间后ＩＬ－６及ＩＣＡＭ一１的

改变＂Ｊ，这可能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早期病变的重

浓度（ｎ。－－４；孑±ｓ）

要机制之一。
大豆异黄酮（ＳＩ）是一种植物雌激素，其结构上
与维生素Ｅ相似，具有多个酚羟基，可作为抗氧化
剂，具有多方面保护内皮细胞作用。有报道证实ｓＩ
可使因氧化低密度脂蛋白损伤的内皮细胞功能及形
态恢复，内膜损伤消退Ｍ１；可降低ＩＣＡＭ一１、血管内皮
细胞黏附分子（ＶＣＡＭ．１）等黏附分子的表达，抑制
其与单核细胞、血小板等黏附∽’１０ Ｊ。ｓＩ主要包含３
种物质，而ＧＥＮ又是ＳＩ中含量最多的一种物质。

ｑ检验：与０ ｈ比较｝｛Ｐ＜０．Ｏｌ
表３

已有研究证实，ＧＥＮ可在肿瘤细胞、淋巴细胞等细

ＧＥＮ对Ｈｅｙ诱导的ＩＬ－６、ＩＣＡＭ一１增高的抑制作用

胞上降低细胞核因子核转录因子一ＫＢ（ＮＦ．ＫＢ）以及

（ｎ。＝４；孑±ｓ）

相关炎症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一仅（ＴＮＦ．仅）、ＩＬ－６水
平等，从而起到抗肿瘤、抗炎作用。但ＧＥＮ是否可
以抑制因Ｈｃｙ介导的内皮细胞活力降低，氧化损
伤，降低内皮细胞上的相关炎症因子及黏附分子水
平，抑制炎症反应，从而达到保护内皮细胞、防止动
脉粥样硬化发生，尚不得而知。
本实验预先加入不同浓度的ＧＥＮ与细胞孵育
１２

ｈ，再加入５．０

ｍｍｏｌ／Ｌ

Ｈｃｙ继续作用４８

ｈ，Ｍｒｒｌｌ

法检测细胞活力的变化，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

５．０

ｍｍｏｌ／Ｌ

ｑ检验：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Ｊ【＇＜０．Ｏｌ；与Ｈｅｙ

态。结果显示，单独加入５．０

ｍｍｏｌ／Ｌ组比较，槲Ｊｐ＜０．０１

伤最严重，活力也最差。随着ＧＥＮ浓度增高，细胞

Ｈｃｙ，细胞损

１９１

活力逐渐升高，细胞状态也越来越好，ＧＥＮ

ａｔｈｅｒｏｓｅｌｅｒｏｓｉｓ［Ｊ］．Ｊ

１００
Ｈ

ｐＬｍｏｌ／Ｌ组已经与对照组没有太大差别（Ｐ＞０．０５），

１Ｊ

陋

１Ｊ

Ｈｅｙ诱导的内皮细胞损伤，提高活力，改善其状态。
ｍｍｏＬ／Ｌ

Ｃｏｉｌ

Ａｍ

Ｒ．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Ｃａｒｄｉｏｌ，１９９６，２７（３）：５１７—５２７．

ｏｆ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１９９０ｓ［Ｊ】．Ｎａｔｕｒｅ，１９９３，３６２（６４２３）：８０１－８０９．

形态基本恢复正常。这说明ＧＥＮ的确可以抑制由
ＥＬＩＳＡ结果显示，５．０

Ｒｏｓｓ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Ｇ，Ｊｏｎｅｓ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

Ｈｃｙ能够显著提

ＢＧ，Ｒｏｓｅ ＦＡ，ｅｔ以．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１９９６，１２２（２）：１６３—１７２．
№

高ＩＬ－６及ＩＣＡＭ．１的表达水平，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庄颖，赵红，张玉媛，等．大豆异黄酮对大鼠血脂和抗脂
质过氧化作用的探讨［Ｊ］．蚌埠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４，２９（２）：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ＧＥＮ能降低Ｈｃｙ

１１３—１１５．

诱导的ＩＬ－６及ＩＣＡＭ一１水平的升高，且具有剂量依
赖性，以１００ Ｉ山ｍｏｌ／Ｌ最强，说明ＧＥＮ可以抑制Ｈｃｙ

Ｄｉｊｓｓｅｌｂｌｏｅｍ Ｎ，Ｇｏｒｉｅｌｙ Ｓ，Ａｌｂａｒａｎｉ Ｖ，ｅｔ ａ１．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ｐ５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ＮＦ—ｇＢ－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ＬＲ４一

诱导的炎症损伤，抑制内皮细胞与白细胞、血小板等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黏附。

２００７，１７８（８）：５０４８—５０５７．

＂ １Ｊ，ｊ

隅

综上所述，Ｈｃｙ能引起内皮细胞活性降低，损伤

１ｊ

ｐ

１Ｊ

阻止或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为ＧＥＮ防
文

献

ｒＬ

】

ｍ

１Ｊ

Ｃｈｅ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Ｊ］．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ＸＬ，Ｔｕｍｍａｌａ ＰＥ，Ｏｌｂｒｙｃｈ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ｒａｔ

及ＭＭＰ－２表达的影响［Ｊ］．蚌埠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３３（３）：

Ｎｕｔｒ，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ＭＴ。税０２．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Ⅱ

ｅｈｅｍ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ｌｌｓ［Ｊ］．Ｃｉｒｃ Ｒｅｓ，１９９８，８３（９）：

９５２—９５９．

２６６—２６９．

［２］Ｃｌａｒｋｅ Ｒ，Ｄａｌｙ Ｌ，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Ｋ，ｅｔ ａ１．Ｈｙｐｅｒ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ｍｉａ：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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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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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１ｍｍｕｎｏｌ Ｒｅｓ，１９９６，１５（１）：

３０一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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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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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６８（６ Ｓｕｐｐｌ）：１３９０Ｓ一１３９３Ｓ．

［１］禹莉，章尧，陈昌杰，等．同型半胱氨酸对Ａ，。细胞增殖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ＭＳ．Ｃｌａｒｋｓｏｎ Ｔ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ＪＫ．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ｙ ｉｓｏｆｌａｖｏｎｅｓ
Ｏｎ

治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解释。
考

胡允兆，董吁钢，翟玉锋，等．辛伐他汀对同型半胱氨酸诱导

理生理杂志，２００５，２１（８）：１５９４—１５９８．

动脉硬化进程。而ＧＥＮ能显著抑制上述效应，从而

参

ｇｅｎｉｓｔｅｉｎ［Ｊ］．Ｊ Ｉｍｍｕｎｏｉ，

的ＨＵＶＥＣ的毒性和炎症反应的影响及分子机制［Ｊ］．中国病

脱落，促进炎症因子与黏附分子的表达与释放；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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