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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质网应激在肝细胞凋亡中的意义 

刘海防 ，谢 青 

· 基础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内质网应激在肝细胞凋亡中的意义。方法：原位二步灌流法分离并培养 BALBC小鼠原代肝细胞，化学合成 

法制备抗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一l2小分子干扰 RNA(easpase一12 siRNA)，脂质体包裹转染小鼠原代肝细胞。毒胡萝 卜内 

酯4 moL／L诱导肝细胞凋亡。RT—PCR、Western blot检测抑制效果；Mqq"比色试验检测细胞活力，反映细胞凋亡。结果：siRNA 

对小鼠原代肝细胞 caspase．12 mRNA在浓度200 nmo~L时抑制率为 86．22％；对凋亡细胞 procaspase一12抑制率为 50．04％，与 

单纯诱导凋亡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MTF比色试验检测发现，与单纯诱导凋亡细胞相比，转染 siRNA后细胞活力 

增高51．65％，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抑制内质网应激介导细胞凋亡的特异酶 easpase一12，能在一定程度上 

阻抑小鼠原代肝细胞凋亡的发生，内质网应激在肝细胞凋亡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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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significance of endoplasmie reticulum stress in hepatocytes apoptosis．Methods：The BALB／c 

mouse primary hepatocytes were isolated by two—step in situ liver perfusion，and then induced apoptosis with 4 m0L／L thapsigargin． 

siRNA against caspase一12 were synthesized chemically，then transfected into mouse primary hepatocytes by liposomes．Efficacy of 

caspase一12一siRNA inhibition was analyzed with RT—PCR and Western blot；viability of hepatocyte following apoptosis was evaluated with 

MTY．Results：The inhibition of easpase一12 mRNA and procaspase一12 expression were 86．22％ and 50．04％ respectively with 

200 nmo~L siRNA(P<0．01)．Contrasted with apoptotic hepatocytes，the cell activity analyzed with MTI"increased by 51．65％(P< 

0．05)．Conclusions：The mouse pfima~hepatocyte apoptosis can be reduced when endoplasmie reticulum stress—induced caspase-12 is 

inhibited．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epatocyte apop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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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亡是细胞在一定的生理或病理条件下，遵循 

自身程序，结束其 自身生命的过程。内质网应激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ERS)是细胞凋亡的重 

要途径。caspase一12是 ERS介导细胞凋亡的特异 

酶⋯。多种肝脏疾病的发生与 ERS介导的细胞凋 

亡有关，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非酒精性脂肪肝、胆 

汁郁积等。本研究应用 RNA干扰技术抑制半胱氨 

酸天冬氨酸蛋白酶一12(caspase．12)的表达，观察对 

小鼠原代肝细胞凋亡的影响，揭示 ERS在肝细胞凋 

亡中的意义，为肝病诊治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BALB／c小鼠，6～8周龄，雄性，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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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研究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动物中心 

提供。 

1．2 主要试剂 Ⅳ型胶原酶、MTT为美国Sigma公 

司产品；RT—PCR一步法试剂盒为 日本 TakaRa公司 

产品；Trizol、脂质体 oligfectamine、DNA提取试剂 

Easy-DNATM Kit为美国 Invitrogen公司产品；肝细 

胞生长因子为美国 Biosource公司产品；兔抗小鼠 

pro caspase-12多克隆一抗为美国 Exalpha Biological 

公司产品，小鼠抗小鼠 一肌动蛋白(p．actin)单克隆 
一

抗为美国 Sigma公司产品；pro caspase-12及 p- 

actin二抗为美国Ame~ham Biosciences公司产品。 

1．3 RT．PCR引物 caspase一12引物，扩增片断 

587 bp：上游引物 5 -AGG ATG ATG GAC CTC AGA 

AG．3 ，下游引物 5，_TCT CAG ACT CCG ACA GrIT 

AG一3 。B．actin引物，扩增片断 311 bp：上游引物 

5 ．CTA CAA TGA GCT GCG TGT GG．3 ，下游引物 

5 ．CGG TCA GGA TCT TCA TGA GG．3 ，由上海博亚 

生物工程公司合成。 

1．4 siRNA序列 siRNA设计规则参照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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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NA正 义链 5，_CUU CUU AGA GAA AAC AGA 

c1Tr一3 ，反义链 5 一GUC UGU UUU CUC UAA GAA 

GTF一3 。非特异性 siRNA：5，_CAG CAG CAG GAA 

GCA GUA U 几 一3 ．5 一AUA CUG CUU CCU GCU GCU 

GTr．3 。由中国科学研究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 

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合成。 

1．5 方法 BALB／c小鼠原代肝细胞分离培养：原 

位二步灌流法分离小鼠原代肝细胞 ，并在一定条 

件下接种培养。siRNA转染细胞：小鼠原代肝细胞 

培养 第 4 天 时 转 染 siRNA。转 染 试 剂 为 

oligfectamine和 opti—MEM一1，转染浓度为 200 nmolf 

L。RT—PCR检测：设空白、脂质体、非特异性 siRNA 

对照，转染48 h后收集细胞。用 Trizol试剂，按操作 

说明书提取 RNA。参照试剂说明，一步法进行 RT— 

PCR。反应参数为5O℃ 30 min反转录；94 预变 

性4 min；94℃ 30 S变性，58 qC 40 S退火，72(℃ 

1 rain延伸，caspase一12为 28循环，B—actin为 21循 

环，最后72 qC延伸 10 min。Western blot检测：样本 

分为正常细胞组 (对照组)、单纯诱导凋亡组 (TG 

组)和siRNA+TG组。siRNA转染细胞48 h后，以 

TG 4／xmolfL诱导凋亡，再 48 h后收集细胞。按试 

剂操作说明及一定步骤抽提细胞蛋白质，配制并灌 

注聚丙烯酰氨凝胶，上样、电泳、转膜，加一抗、二抗， 

洗膜、洗片。以 B—actin为内参照，根据条带对 p— 

actin的相对灰度半定量计算抑制率。MTT比色试 

验：由于小鼠原代肝细胞体积较大，且大小不均，我 

们以MTF比色试验检测细胞活力来反映细胞凋亡 

情况。样本分组参照 Western blot检测。siRNA转 

染细胞48 h后，以 TG 4 lxmolfL诱导凋亡，再 48 h 

后做 Mrrr比色试验。根据吸光值计算细胞活力。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及 q检验。 

2 结果 

2．1 siRNA的抑制效率 脂质体以及非特异性 

siRNA 均 无 明 显 抑 制 作 用。siRNA 浓 度 为 

200 nmolfL时对 caspase．12 mRNA 的抑 制 率 为 

86．22％(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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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分子量标准 ；1：空白；2：脂质体 ；3：非特异性 siRNA；4：caspase 12 siRNA 

图 1 siRNA对 caspase一12 mRNA的抑制 

2．2 siRNA抑制 pro caspase一12表达 4 p~molfL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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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TG诱导小鼠原代肝细胞凋亡，提取不同时间点 

细胞 DNA电泳，发现诱导 24 h后即可见到 DNA 

Ladder，36 h、48 h更加明显(见图2)。细胞凋亡晚 

期pro caspase一12减少，TG诱导肝细胞凋亡48 h后 

减少 53．42％ ；siRNA对凋亡细胞 pro caspase一12抑 

制率为50．04％，与 TG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见图3、表 1)。 

图 2 TG 4 I~mo1]L诱导 0、12、24、36、48 h后 DNA Ladder 

1 2 3 

≯●一-一-．●● 一 一 procaspase 1 2(6o kda) 

_III●IIII_I___ii-I_IIi__-·I黛 B-actin c s aa， 
1：只寸HH；2：TG；3：siRNA+TG 

图 3 siRNA对凋亡细胞 pro easpase一12的抑制 

2．3 siRNA抑制细胞凋亡 用 MrItI1比色试验检测 

细胞活力，并以此反映细胞凋亡情况。与 TC组比 

较，转染 siRNA后细胞活力增高了 51．65％ (P< 

0．05)(见表 1)。 

表 1 MTF比色试 验 细胞 吸 光值 ( =6； ±s)及 

procaspase一12／[3一actin相对灰度值(n =3； ±s)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 $P<0．01；与TG组比较△P<0．05 

3 讨 论 

肝细胞凋亡是肝脏损伤和肝脏疾病的中心环 

节，也是肝细胞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重要机制 。 

凋亡和坏死有本质的区别。凋亡主要表现为细胞皱 

缩变小，细胞膜完整，胞质浓缩，内质网(ER)扩张呈 

泡状并与细胞膜融合，核染色质固缩并边缘化，核 

DNA被核酸酶降解为规则的 DNA片段；后期形成 

具有完整膜结构的凋亡小体，并很快被邻近的吞噬 

细胞所吞噬，不引起炎症反应。坏死主要表现为细 

胞肿胀，细胞膜破裂，进而形成嗜酸性小体或溶解， 

DNA降解不充分；后期胞质 内容物及炎症因子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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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引起局部炎症反应。 

细胞凋亡包括 3条途径，即死亡受体途径、线粒 

体途径及ERS。缺血再灌注损伤、氧化应激、同型半 

胱氨酸、病毒感染、各种理化损伤等均可引起 ERS， 

ERS是机体的一种 自我保护机制，但过度应激会导 

致细胞凋亡。caspase一12是 ERS介导细胞凋亡的特 

异酶。ERS时caspase一12激活的主要方式为ca“依 

赖性 ealpain的活化；TRAF2依赖性机制；caspase一7 

ER转位。正常情况下它以pro caspase一12蛋白酶原 

的形式存在，ERS时，在天冬氨酸残基的羧基端水解 

肽链去除原域，成为有活性的caspase一12蛋白酶，它 

通过依次激活 caspase一9、caspase-3引起细胞凋亡。 

caspase一12仅存在于鼠体内，它在人体内的同源类 

似物为caspase-4，亦定位于ER膜，可能是人体 ERS 

介导细胞凋亡的特异酶 。 

多种肝病，如非酒精性脂肪肝、肝纤维化、病毒 

性肝炎、移植排斥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酒精性 

肝病、暴发性肝衰竭等均与 ERS介导的肝细胞凋亡 

有关。对于脂肪肝，ERS可以通过内质网联合跨膜 

固醇联合蛋白介导引起细胞内脂质累积，脂质的过 

度累积即可诱发脂肪肝。在丙型肝炎的致病中，病 

毒蛋白大量堆积在病毒感染的细胞内导致未折叠蛋 

白反应，致细胞损伤；而且丙型肝炎病毒基因的表达 

增高了细胞内胆固醇水平，导致ca“从 ER内释放， 

引起 ERS，导致肝细胞凋亡。乙型肝炎病毒的致病 

亦与ERS有关，其表面包膜蛋白的过表达会导致乙 

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的分泌障碍，从而堆积在内质 

网内腔中，造成肝细胞玻璃样变性和对细胞因子的 

高敏，造成肝脏实质损伤 。在酒精性肝病，高同 

型半胱氨酸血症(hyperhomocys—teinemia，Hhcy)是重 

要的致病因素之一。长期饮酒可引起 Hhcy，而细胞 

内Hhcy可以引发 ERS。对此，晏春根等 给小鼠 

高蛋氨酸饮食建立 Hhcy动物模型，结果发现 Hhcy 

可使小鼠肝细胞合成或摄取甘油三脂和胆固醇增 

加，引起肝细胞脂肪变，进一步发展可引起细胞凋 

亡。其机制为Hhcy激活了ERS蛋白葡萄糖调节蛋 

白78与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1(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protein，SREBP一1)，而 SREBP一1是 

细胞内脂质聚集的关键，然后可能再进一步激活 

caspase家族而引起细胞凋亡。ERS在急性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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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竭的发病中更具有重要作用，周惠娟等 以D-氨 

基半乳糖联合脂多糖诱导小鼠急性肝功能衰竭模型 

中发现，caspase，12 mRNA在用药早期逐渐升高，后 

期下降；而 pro caspase一12表达则逐渐下降，与肝细 

胞凋亡发生的时相一致，这说明ERS既与肝细胞凋 

亡有关，又与急性肝功能衰竭有关。 

实验中，我们用 TG(Cah—ArrP酶抑制剂，它引 

起 ER Ca 失衡，是 ERS特异性诱导剂)诱导肝细 

胞凋亡，48 h后pro caspase一12减少53．42％，且出现 

明显的 DNA梯带，与周惠娟等 的实验结果相吻 

合，表明ERS是肝细胞凋亡的重要途径。而且我们 

进一步用 siRNA作为工具，沉默 caspase一12 mRNA， 

MrITr比色试验检测细胞活力增高了51．65％，再次 

验证了ERS在肝细胞凋亡中的重要意义。因此，了 

解 ERS在肝细胞凋亡过程中的意义及机制，将为肝 

脏疾病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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