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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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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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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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genistein on homocysteine—induced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its molecular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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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enistein Oil homocysteine·mediated endothelial cell toxicity and inflammatory

l'espollfle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such effects．Methods：M1T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cell viability．changes in the

morphology of cells were observed under microscope；ELISA assay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levels of IL-6 and ICAM-1．Results：The

viability of cells treated with 5．0 mmol／L of Hcy was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groups，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s significance

compared witll the control group(P<0．叭)．ECV-304 cells were identified by their typical cobblestone morphology when viewed by

light microscope in control group，the state of cells Was also better，but the arrange of cells became disorderly，congregate with 5．0

mmoL／L of Hcy in test groups，and the state Was the wont．ELISA showed that homocysteine(5．0 mmol／L)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IL-6 and ICAM·l，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1)．However，pretreatment with genistein(10，50，100 i．Lmol／

L)reversed the decreased cell viability，improved the state of cells in a large extent，and suppressed au increase of expressions of IL-6

and ICAM-l of cells induced by homcysteine markedly，especially the 100 wmol／L of genistein(P<0．01)．Conclusions：Genistein

inhibits homocysteine—induced endothelial dys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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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属含硫氨基

酸，是蛋氨酸代谢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中间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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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初步认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易患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病旧J。此后，Hey就作为致动脉

粥样硬化性血管病的一种危险因素倍受重视。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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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Hcy能够引起内皮功能紊乱旧J，表现为对

缩血管药物的反应增强，而对内皮依赖性舒张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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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于Hcy引起内皮功能紊乱的作用机制了解

还很少。金雀异黄酮(genistein，GEN)为一种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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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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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化的早期表现，而且可能参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

过程。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GEN对Hcy诱导的内

 



皮细胞毒性作用以及致动脉硬化的分子机制，为临

床上防治动脉硬化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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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唑蓝(MTT，Fluka公司)，白细胞介素(IL-6)及细胞

间黏附分子(ICAM．1)ELISA检测试剂盒(上海瞬唐

生物科技公司)，GEN(Sigma公司)，二甲基亚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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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主要仪器二氧化碳培养箱(Shel Lab公司)，

倒置显微镜(CK40型，Olympus公司)，酶联免疫检

测仪(DG 3022型，南京华东电子管厂)。

1．3 方法

1．3．1 细胞培养 ECV一304细胞，用培养基为

RPMI 1640(内含L．谷氨酰胺2 mmol／L、庆大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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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MTT比色法测细胞活力 消化细胞调整浓

度至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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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 nm处的吸光度值(A，加)。

实验孔A，，。值

细胞活力‘％’=菊画再丽×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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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105／ml，每孔2 ml，待细胞贴壁长到80％融合时，

吸弃原培养液。实验组预先加入终浓度为0、10、

50、100 I山mol／L的GEN孵育12 h，再加入终浓度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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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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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M一1浓度。然后继续培养48 h，倒置显微镜下观

察内皮细胞形态，用WinFast PVR软件记录结果并

直接拍摄。

1．4统计学方法采用方差分析和q检验。

2结果

2．1 MTI’法检测细胞活力 加GEN各组内皮细胞

活性明显高于Hcy 5．0 mmol／L组(P<0．01)。与

对照组相比，Hcy 5．0 mmol／L组活性最低(P<

0．01)，随着预先加入的GEN浓度由低到高，细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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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y确实能使内皮细胞受到损伤，活性下降，而不同

浓度的GEN却可以抑制Hey这种损伤作用，且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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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GEN对Hey诱导的ECV一304细胞活性降低的影响

(ni=4；孑±s)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0．05，}}P<0．ol；与Hey

5．0 mmot／L组比较槲P<0．0l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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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mmol／L Hey，作用12 h后，各组IL-6及ICAM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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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常对照组B：Hey 5．0 mmol／L组C：GEN 10斗mol／L+Hey 5．0 mmol／L组

D：GEN 50 p。mol／L+Hey 5．0 mmolFL组E：GEN 100 p,mol／L．I-Hey 5．0 mmolFL组

图1 Hcy致内皮细胞损伤及GEN作用后的细胞形态学变化(10×20)

水平均下降。其中GEN 100 p。mol／L组下降最明

显，与单纯加Hcy 5．0 mmol／L组IL-6水平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ICAM一1水平与对

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GEN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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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Hcy(5．0 mmolfL)作用不同时间后IL-6及ICAM一1的

浓度(n。--4；孑±s)

q检验：与0 h比较}{P<0．Ol

表3 GEN对Hey诱导的IL-6、ICAM一1增高的抑制作用

(n。=4；孑±s)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0．05，$}J【'<0．Ol；与Hey

5．0 mmol／L组比较，槲Jp<0．01

3讨论

Hcy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被认为主要是由于其对

内皮细胞的损伤，而损害机制至今未明，推测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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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J，这可能是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早期病变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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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J。sI主要包含3

种物质，而GEN又是SI中含量最多的一种物质。

已有研究证实，GEN可在肿瘤细胞、淋巴细胞等细

胞上降低细胞核因子核转录因子一KB(NF．KB)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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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结果显示，单独加入5．0 mmol／L Hcy，细胞损

伤最严重，活力也最差。随着GEN浓度增高，细胞

 



活力逐渐升高，细胞状态也越来越好，GEN 100

pLmol／L组已经与对照组没有太大差别(P>0．05)，

形态基本恢复正常。这说明GEN的确可以抑制由

Hey诱导的内皮细胞损伤，提高活力，改善其状态。
ELISA结果显示，5．0 mmoL／L Hcy能够显著提

高IL-6及ICAM．1的表达水平，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GEN能降低H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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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诱导的炎症损伤，抑制内皮细胞与白细胞、血小板等

黏附。

综上所述，Hcy能引起内皮细胞活性降低，损伤

脱落，促进炎症因子与黏附分子的表达与释放；加快

动脉硬化进程。而GEN能显著抑制上述效应，从而

阻止或延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为GEN防

治动脉粥样硬化的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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