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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抑素对糖尿病肾病作用和治疗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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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0’Reilly等⋯在荷瘤小鼠血清中，发现了一种

能特异性抑制肿瘤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的因子，称为血管抑素

(angiostatin，AG)。它能强烈抑制肿瘤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

迁移并促其凋亡，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转移|2，3 J。此

外。已有研究发现，血管抑素对糖尿病视网膜新生血管有抑

制作用M1。近来研究发现，血管抑素对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的病理也有改善作用，本文就这一研究进展

作一综述。

l 血管抑素的结构与来源

序列分析表明，AG是纤溶酶原水解后的产物，属于内生

性糖蛋白，它包含人纤溶酶原的前4个Kringle结构，此结构

具有高度的同源性。而纤溶酶原是由791个氨基酸和一些

糖链组成的糖蛋白，具有5个Kringle环结构∞1。纤溶酶原

因其激活物作用位点的不同而产生AG的结构也各异，这些

AG对内皮细胞生长活性的抑制也各不相同，Kringle 1—5各

个组合后也具有不同的抑制内皮细胞生长的活性作用，同时

各个Kringle结构域的作用具有协同性。61。

2血管抑素的产生途径

AG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产生。在体外，AG可由2条途径

产生：(1)由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弹性蛋白酶对人纤溶酶原的限制性酶解产生。7 J；

(2)是由人前列腺癌细胞系产生的丝氨酸蛋白酶的酶解作用

产生。在体内其产生机制比较复杂，目前研究的主要有4条

途径：(1)生理条件下各种纤溶酶原激活物作用于纤溶酶原

而产生不同结构的AG；(2)某些肿瘤细胞能分泌尿激酶型纤

溶酶原激活物，直接裂解纤溶酶原转变为纤溶酶，再在自由

巯基供体的作用下，纤溶酶分子同时作为底物和酶将自身转

变成AG；(3)肿瘤细胞本身能直接产生MMPs，使纤溶酶原

裂解生成AG；(4)肿瘤细胞产生的粒一巨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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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SF)刺激肿瘤浸润巨噬细胞产生金属弹性蛋白酶

(MME)，使纤溶酶原降解为AG。AG也可以通过人工方法

合成，合成途径主要有重组法、转基因法和体内降解法。(1)

重组法：将某种AG的编码基因转入毕赤酵母菌属表达系统

或哺乳类表达系统进行表达提纯，便可获得该种AG的纯化

制剂|81。(2)转基因法：应用基因工程方法，以逆转录病毒和

腺病毒等为载体构建带有AG基因的重组体，经不同方法转

染肿瘤细胞后表达产生AG。9 o。(3)体内降解法：给患者注

射纤溶酶原激活物(如尿激酶)或组织纤溶酶原激活物和自

由巯基供体(如N-乙酰胱氨酸)，使患者体内纤溶酶原转化

为AG，这种方法与AG生成的自然途径极为相似，是一种值

得探索的途径。

3血管抑素的生物学效应

Moser等H叫认为，AG与细胞表面ATP酶的0【、8亚单位

结合后，通过抑制内皮细胞表面ATP的代谢，并下凋内皮细

胞的增殖和迁移而产生抗血管生成效应。此外，AG还对血

管生成具有间接抑制作用，表现在AG可有效抑制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诱导的

caveolin—l下调，从而抑制内皮细胞增殖|1“；AG可抑制中性

粒细胞ATP合酶和angiomotin的mRNA表达，通过中性粒细

胞间接地对血管生成起到抑制作用¨“。通过以上作用机

制，AG可以产生以下生物学功能：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

增生、抑制内皮细胞的迁移、促进内皮细胞的凋亡等达剑特

异性地抑制肿瘤部位毛细血管芽生的目的，进而阻断肿瘤的

血液供应，使肿瘤细胞大量凋亡¨“，并使肿瘤的增殖与凋亡

处于平衡，即肿瘤休眠状态，而对正常细胞和肿瘤细胞的增

殖无抑制作用。

4血管抑素对DN发生发展的影响

Osterby等1141认为，虽然肾小球系膜细胞和足细胞是糖

尿病肾脏病变的主要介体，但糖尿病导致的肾脏微血管增生

在DN发病机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和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相类似，1型糖尿病患者肾组织活检发现，血管再生导致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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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球毛细血管和微动脉密度增加}1引。血管抑素可以特异性

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并抑制其增殖、迁移，阻止微血管芽生，

而对正常组织细胞的增殖无抑制作用。在DN早期，当血管

抑素的前体物质(纤溶酶原和胶原Ⅳ)减少时，内源性血管抑

素水平即降低，随之新血管生成增加；当肾脏局部血管抑素

浓度增高时，新生血管浓度即减少。1⋯。

4．1 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与糖尿病肾病的关系DN是糖

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主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是导

致终末期。肾病(ESRD)的主要原因H“。目前认为，有多种因

素参与DN的发生、发展，如代谢紊乱、血流动力学异常、细

胞因子和生长因子合成增加、胞内信号分子的激活、基因多

态性等。其中，单核细胞化学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一1，MCP一1)、细胞间黏附分子-1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l，ICAM一1)、VEGF、转化生长

因子．B(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p，TGF-p)和血管紧张素

(angiotensin。ANG或AT)M-与DN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4．2 MCP．1和DN关系Rovin等1”1研究表明，DN时肾脏

局部能合成MCP—l，且与肾小球损伤有关。MCP一1使肾小球

中单核一巨噬细胞浸润．导致细胞外基质(extrocellular

matrix，ECM)在肾小球和肾小管中堆积，促进肾小球硬化症

的发展。在链脲优菌素(STZ)诱导的DM动物模型中，系膜

区MCP．1表达增强，单核细胞浸润增加。使ECM堆积，导致

DN的发生¨⋯。MCP一1还可以引起溶酶体释放、过氧化阴离

子产生，直接参与肾脏损伤闭j。

4．3 ICAM．1和DN关系正常情况下，ICAM一1仅在肾小球

和肾小球外的内皮细胞有较强表达，而在肾小管和间质部位

无表达。Ina等’2¨发现在遗传性2型糖尿病的KKAy鼠的。肾

间质中有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与其它部位相

比，在浸润细胞附近静脉壁上可溶性ICAM一1染色增强。在

浸润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的表面及胞质中，电镜检测有可溶

性ICAM一1的免疫标志物。提示可溶性ICAM-1表达增强参

与DN肾间质炎症的产生。高糖、糖基化终产物(AGEs)可刺

激ICAM一1表达，促进多种细胞因子如JL-1、TNF-a、TGF—B高

表达，进而促使。肾组织细胞增殖或肥大，细胞合成胶原蛋白

增加，降解减少，ECM堆积及肾小球基膜增厚，启动DN的发

生和发展。

4．4 VEGF和DN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高糖环境下，足细

胞AGE受体上调，足细胞VEGF表达／活性增加，一方面导致

血管通透性增加，产生蛋白尿，肾功能紊乱；另一方面，导致

肾小球内的单核一巨噬细胞迁移／活性增加，系膜活化，TGF—

B产生增加，促进肾小球硬化12“。体内和体外实验均表明，

VEGF通过激活PI-3K—AKT轴刺激蛋白质合成，引起肾脏肥

大．肾脏肥大主要涉及肾皮质细胞，这一过程需要真核启动

因子4E一结合蛋白(4E．BPI)上的苏氨酸磷酸化‘2“。

Kanesaki等¨纠选取了18例2型DN患者的肾穿刺标本，在

光镜下发现患者的肾小球中的新生血管数较对照组明显增

多，而且新生血管的数量程度跟肾小球内VEGF mRNA及系

膜基质指数(MMI)呈正相关。可见。VEGF通过改变内皮细

胞的结构和功能、增加肾小球毛细血管通透性、促进ECM合

成、肾脏肥大等机制参与DN的发生与发展。

4．5 TGF．B和DN关系DM时肾小球高滤过使包括TGF—p

在内的一些细胞因子和生物活性物质进入肾小管，上调小管

细胞顶端膜上的TGF．B II型受体的表达，再通过细胞内的信

号转导系统，将信息传至基膜侧分泌的MCP-1等化学因子。

使间质的肌成纤维细胞活化，表达和分泌I、Ⅲ型胶原增加．

促使间质纤维化Ⅲ1。此外，DM时糖基化的白蛋白，能直接

刺激肾小球系膜细胞纤维连接蛋白(fibronectin，FN)和Ⅳ型

胶原mRNA表达上调，而这一过程正是通过TGF—B系统Ⅱ

型受体的上调来实现的，从而导致肾皮质ECM蓄积。2“。有

学者‘24J甚至提出，高糖环境中TGF．B 1／型受体的表达上调

可能使系膜细胞对TGF-B促胶原生成的敏感性增加，进而促

使ECM合成增加。

4．6 ANGlI和DN关系DM时，由于慢性高血糖症、血流

动力学改变等原因使。肾脏局部ANG lI活性增高。活性增高

的AN(；Ⅱ通过直接或间接诱导TGF—B表达，刺激肾脏局部

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一1(PAI一1)、MCP一1的表达，促进肾小

管间质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分化，导致大量单核一巨噬细胞

浸润肾小球，ECM成分合成增多，降解减少。这些病理过程

在肾小球、肾小管问质硬化中起重要作用。

5血管抑素对DN的作用机制

DN的确切发病机制不明，目前认为受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包括代谢因素、血流动力学因素、氧化应激和遗传因素

等，近年来慢性炎症作为可能导致DN的主要因素在DN的

发病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肾脏固有细胞在病理状态下

可以产生MCP．1、ICAM．1、IL-1等多种炎症因子，这些因子又

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的方式使炎症效应不断扩大，引起炎症

接连反应。MCP．1是一个主要趋化因子，产生诱导单核细胞

迁移和分化为巨噬细胞，后者促进DM肾脏ECM产生和间

质纤维化ⅢJ。去除1CAM-1可阻止DM尿白蛋白排泄物

(UAE)增加、肾小球肥大、肾小球基质增生，证明炎症参加了

肾脏的病理改变。2“。Zhang等H刨发现AG能明显阻止肾小

球系膜中高糖和TGF．B诱导的MCP-1、ICAM．1分泌，证明

AG能抑制DN的炎症反应。这一结果和最近报道的AG具

有抗炎症作用是一致的Ⅲ’。生长因子在DN的发病机制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在DM鼠的肾小球中，TGF-B的过度表达

在增加ECM蛋白质合成同时减少了其分解，最终导致ECM

堆积，被认为是DN的主要调质㈦瑚j。另一个重要的生长因

子是VEGF，它是主要的生成血管和血管渗透性因子，动物和

临床实验均证明DN的早期VEGF表达增强Ⅲ1。Zhang

等【l刮研究发现，予腺病毒介导的AG后，STZ诱导的DM大

鼠肾脏或人系膜细胞(HMC)中的TGF-B和VEGF表达明显

降低．从而证明AG是肾脏中TGF-母和VEGF的内源性拮抗

剂或抑制剂，AG水平减少可能导致DN中上述两种生长因

子的过度表达。ANG 1／通过刺激ECM产生和抑制其降解在

DN肾小球硬化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旧“，Zhang等1“o进一步

证明AG呈浓度依赖性抑制由ANG II诱导的纤维结合蛋白

分泌。总之，DM肾脏病变的过程中异常的血管发生和炎症

起了重要作用，AG正是通过强大的抑制血管发生而发挥作

用，此外还发挥抗炎症作用，从而对DN早期病理变化有明

显改善作用。”j。

综上所述，AG治疗DN的研究已深入开展，但具体作用

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要应用于临床还有很长的距离。

 



天然AG受血浆来源限制，基因重组又受表达量低的限制，

如何获得足够量的活性蛋白、在体内达到治疗水平浓度这一

问题尚有待解决。除此而外，它在人体的有效治疗剂量，在

体内是否会被体内的酶所降解而失活、长期治疗有何副作用

以及是否会产生耐药性等尚不完全清楚。但是不可否认，它

的出现为DN的治疗带来了希望。随着其基础和临床研究

的继续进行，将可能会成为DN新的治疗手段，从而为广大

患者造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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