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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舒地尔对脂多糖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损伤的影响

王摇 盼1,李摇 言2,张摇 永2,3

[摘要]目的:观察法舒地尔对脂多糖(LPS)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损伤的影响,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用
0. 1%的玉型胶原酶消化分离 HUVECs,加入内皮细胞完全培养基中培养,采用胰蛋白酶进行消化传代培养,倒置显微镜下观

察细胞形态并进行免疫组织化学鉴定。 将 HUVECs 随机分为对照组(内皮细胞培养基培养)、LPS 组(内皮细胞培养基 +
0. 1 滋g / mL LPS)和法舒地尔组(内皮细胞培养基 + 0. 1 滋g / mL LPS + 3. 275 滋g / mL 法舒地尔),Western blot 法检测 RhoA、
ROCK2、p鄄ERM 蛋白表达水平,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RhoA、ROCK2 和 p鄄ERM mRNA 表达量。 结果:原代培养的内皮细胞在

接种后 24 h 后完全贴壁生长,第 3 天融合呈铺路石样镶嵌排列,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可见第峪因子相关抗原阳性反应,证实为

内皮细胞。 LPS 组 RhoA、ROCK2 和 p鄄ERM 蛋白及基因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而法舒地尔组 ROCK2 和

p鄄ERM蛋白及基因表达均低于 LPS 组(P < 0. 05 ~ P < 0. 01),但 2 组 RhoA 蛋白和基因表达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Rho / ROCK / ERM 通路在 LPS 诱导的 HUVECs 细胞骨架改变中起重要作用,法舒地尔可拮抗 LPS 诱导的骨架蛋

白重排等 HUVECs 损伤,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Rho / ROCK 信号通路活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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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asudil on the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injury induced by lipopolysaccharide

WANG Pan1,LI Yan2,ZHANG Yong2,3

(1.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Bozhou,Bozhou Anhui 236800;2. Department of Pathophysiology,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3.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fasudil on the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HUVECs) injury induced by
lipopolysaccharide(LPS),explore its mechanism of action. Methods:HUVECs were obtained from human umbilical vein,digested with
0. 1% type 玉 collagenase,and cultivated and passaged in endothelial cell culture medium. The cell morphology was observed under the
inverted microscope,and the cells were identifi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HUVEC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cultured with endothelial cell medium),LPS group(cultured with 0. 1 滋g / mL LPS) and fasudil group(cultured with 3. 275 滋g / mL
fasudil and 0. 1 滋g / mL LPS).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of RhoA,ROCK2 and p鄄ERM were detected using Western blot and
quantitative real鄄time PCR,respectively. Results:The primary cells could adhere to the plate after 24 hours of inoculation,and arranged
as paving stone on the third day. The HUVECs identified using the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of 峪 factor. related antigen.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of RhoA,ROCK2 and p鄄ERM in LP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of ROCK2 and p鄄ERM in fasudi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LPS group (P < 0. 01),the differences of
the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of RhoA between fasudil group and LPS group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
The Rho / ROCK / ERM signaling pathwa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ytoskeletal damage in HUVECs induced by LPS. Fasudil can
inhibit the LPS鄄induced cytoskeletal rearrangement injury,the mechanism of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inhibiting the Rho / ROCK

摇 摇 signaling pathway activation.
[Key words] fasudil;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lipopolysaccharide;RhoA / ROCK / ERM 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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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感染所致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临床常见的致

死病因之一。 ARDS 发病机制复杂,其中血管内皮

细胞的受损及功能障碍在 ARDS 发展中起着关键作

用。 法舒地尔作为蛋白激酶抑制剂,对感染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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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本文旨在观察法

舒地尔对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的人

脐静脉内皮细胞 (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HUVECs)损伤的影响,并探索其可能的作用机

制,以期为法舒地尔在治疗 ARDS 中的应用提供理

论基础。 现作报道。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试剂与仪器 摇 内皮细胞培养基(ECM)、胎牛

血清(Science Cell 公司),玉型胶原酶、胰酶细胞消

化液(HyClone 公司),LPS(E. coli 055:B5),盐酸法

舒地尔注射液(天津红日股份有限公司),SuperReal
荧光定量预混试剂( TIANGEN 公司),PCR Master
Mix(Thermo 公司),RhoA、ROCK2 及 EZR 引物(上
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兔抗 RhoA 多克隆抗体

(SANTA CRUZ 公司),兔抗 ROCK2 单克隆抗体、兔
抗 p鄄ERM 单克隆抗体(Cell Signaling 公司),兔抗人

峪因子相关抗原多克隆抗体(Abcam),Real鄄Time 扩

增仪(ABI 公司)。
1. 2摇 方法摇
1. 2. 1 摇 HUVECs 的原代培养及鉴定 摇 取约 25 cm
长的健康足月新生儿脐带,2 h 内采用酶消化法完

成细胞分离,加入完全培养基(ECM 培养基、5% 胎

牛血清、1%内皮生长因子、1% 青霉素 /链霉素),置
于 37 益、5% CO2 培养箱中静置培养 24 h 后换液。
以后 2 ~ 3 d 换液一次。 通过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细

胞生长状态及兔抗人峪因子相关抗原的表达检测,
行 HUVECs 鉴定:磷酸盐缓冲液(PBS)清洗 2 次,
4%多聚甲醛固定,过氧化氢 - 甲醇(1 颐 50)混合溶

液浸泡 30 min,去离子水冲洗 2 次;加入 5% BSA 封

闭 20 min;滴加兔抗人峪因子一抗工作液,4 益 过

夜,PBS 清洗 3 次,每次 2 min;次日加羊抗兔二抗工

作液封闭孵育 20 min,PBS 清洗,DBA 工作液显色,
苏木精复染,95% 乙醇脱水,中性树胶封片,然后于

倒置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 以细胞质内出现棕黄色

颗粒、细胞核蓝色为阳性反应,以 PBS 作为阴性

对照。
1. 2. 2摇 HUVECs 的传代培养摇 待 80% ~ 90% 细胞

融合成铺路石样,加入新鲜配制的 0. 25% 胰酶

5 mL,室温下消化分离 10 min;置于倒置显微镜下

观察,当细胞团收缩变圆、间隔增大时,吸取适量含

5%胎牛血清的 ECM 完全培养液终止胰酶消化,离
心、弃上清液,移入细胞培养液,轻轻吹打混匀制成

细胞悬液,分装至 2 ~ 3 个培养瓶中。 为避免多次传

代发生细胞性状和功能的改变,选用第 3 代细胞进

行实验。
1. 2. 3 摇 HUVECs 损伤模型构建及实验分组 摇
HUVECs 生长融合 80% ~90% 时,随机分 3 组:(1)
对照组:加入含 5% 胎牛血清的 ECM 培养基;(2)
LPS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入 0. 1 滋g / mL 的 LPS;
(3)法舒地尔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入 0. 1 滋g / mL
的 LPS 及 3. 275 滋g / mL(即 10 滋mol / L)法舒地尔。
各组培养 24 h。 每组实验重复 3 次。
1. 2. 4 摇 Western blot 法检测 RhoA、 ROCK2 及 p鄄
ERM 蛋白的表达水平摇 弃各组细胞培养液,用 4 益
预冷的 PBS 洗 2 次,参照细胞传代方法留取细胞沉

淀后,加入含无结晶苯甲基磺酰氟的蛋白裂解液

400 滋L ,冰上放置 30 min 裂解细胞,期间不断地轻

轻来回摇动培养瓶以使细胞充分裂解;收集细胞裂

解液,以 4 益、12 000 r / min 离心 15 min,BCA 试剂

盒检测蛋白含量。 取上清液,分别加入适量上样缓

冲液,于 100 益水中煮 10 min;取等量蛋白制备液进

行 SDS鄄PAGE 电泳分离,然后将分离的蛋白转移至

PVDF 膜上,用 5% 牛血清蛋白于摇床上封闭 3 h;
TBST 漂洗 PVDF 膜 3 次后,与稀释好的兔抗大鼠

RhoA(1颐 500)、ROCK2(1颐 1 000)及 p鄄ERM(1颐 500)
抗体分别孵育,置于摇床上 2. 5 h;4 益孵育过夜,然
后用 TBST 缓冲液洗膜 3 次,每次约 12 min;与二抗

(1颐 10 000)室温孵育 2. 5 h,然后用 TBST 缓冲液充

分洗膜 3 次,每次约 12 min。 用 ECL 超灵敏化学发

光底物显影后,于 Bio鄄Rad 化学发光成像系统仪

(Chemi DOCTMXRS)中观察并采集图像。 目的条带

与内参 GADPH 的光密度比值作为目的蛋白的相对

含量。 实验重复 3 次。
1. 2. 5 摇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RhoA、ROCK2 及

p鄄ERM mRNA 表达 摇 在 Gene Bank 中查询三者序

列,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及合成引物:
RhoA 正义链 5忆鄄TGG ATG GAA AGC AGG TAG
AGT鄄3忆,反义链 5忆鄄GTT GGG ACA GAA ATG CTT
GAC鄄3忆;ROCK2 正义链 5忆鄄TGA CAT TGG ACA GTA
AAG ACA GTG鄄3忆,反义链 5忆鄄AGT GTT GTT TCG
TAC AGG CAA T鄄3忆;Ezr 正义链 5忆鄄TGC ACA AGT
CTG GGT ACC TCA鄄3忆,反义链 5忆鄄CAT TTC CAG
GTC CTG AGC AAT鄄3忆;GAPDH 正义链 5忆鄄AAG TTC
AAC GGC ACA GTC AAG鄄3忆,反义链 5忆鄄CCA GTA
GAC TCC ACG ACA TAC TCA3忆。 按照 Trizol 试剂

盒说明书提取总 RNA,Trizol 法抽提组织匀浆中总

RNA,测定其水平。 在 20 滋L 体系中按荧光定量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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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盒要求合成并扩增 cDNA,各取2 滋L cDNA 用于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RhoA、ROCK2 及 p鄄ERM 表

达。 反应条件:95 益 15 s;60 益 1 min;95 益 15 s;
60 益 15 s;95 益 10 min;70 益 30 s;扩增 40 个循

环。 采用 2 -吟吟CT法对数据进行相对定量分析。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体外培养 HUVECs 形态观察及鉴定摇 倒置显

微镜下,原代分离的 HUVECs 单个或聚集成团,4 h
后开始贴壁并生长,约 24 h 完全贴壁。 早期细胞呈

多角形或短梭形,边界清楚,排列紧密,大小均匀,连
接成片后显现内皮细胞形状,3 d 左右可见细胞融

合成单层铺路石状镶嵌排列(见图 1)。 细胞核圆形

或椭圆形,位于细胞中央,多核仁,细胞质丰富,内含

小颗粒。 细胞生长融合约 80% 时,按 1 颐 2 进行传

代。 传代培养生长较快,细胞形态饱满,伸展呈长梭

形、多 角 形, 贴 壁 牢 固。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鉴 定

HUVECs:细胞质内可见棕黄色颗粒(见图 2),说明

细胞内有内皮细胞特有的第峪因子相关抗原存在;
PBS 对照组则呈阴性反应。 根据细胞形态学特点及

免疫组织化学鉴定结果,可证实实验成功分离和培

养原代 HUVECs。

2. 2摇 3 组 HUVECs 中 RhoA、ROCK2 及 p鄄ERM 蛋白

表达水平比较 摇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LPS 组

RhoA、ROCK2 及 p鄄ERM 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P < 0. 01);法舒地尔组与 LPS 组的 RhoA
蛋白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法

舒地尔组 ROCK2 和 p鄄ERM 蛋白表达水平均低于

LPS 组(P < 0. 01 和 P < 0. 05)(见表 1)。

摇 表 1摇 3 组 HUVECs RhoA、ROCK2 及 p鄄ERM 蛋白表达水

平比较(n = 3;x 依 s)

分组 RohA ROCK2 p鄄ERM

对照组 0. 232 依 0. 018 0. 503 依 0. 041 0. 387 依 0. 045

LPS 组 0. 422 依 0. 034** 1. 074 依 0. 127** 0. 740 依 0. 118**

法舒地尔组 0. 415 依 0. 044** 0. 745 依 0. 081*## 0. 526 依 0. 105#

F 30. 58 30. 33 10. 55

P <0. 01 < 0. 01 < 0. 01
MS组内 0. 001 0. 008 0. 009

摇 摇 q 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 <0. 05,**P <0. 01;与 LPS 组比较#P <0. 05,
##P <0. 01

2. 3 摇 3 组 HUVECs 中 RhoA、 ROCK2 和 p鄄ERM
mRNA 相对表达量比较 摇 实时荧光定量 PCR 结果

显示,LPS 组 RhoA、ROCK2 和 p鄄ERM mRNA 的相对

表达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法舒地尔组

ROCK2 和 p鄄ERM mRNA 相对表达量均明显低于

LPS 组(P < 0. 05 和 P < 0. 01),但 2 组 RhoA mRNA
相对表达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见

表 2)。

摇 表 2摇 3 组 HUVECs 中 RhoA、ROCK2 和 p鄄ERM mRNA 的

相对表达量比较(n = 3;x 依 s)

分组 RhoA mRNA ROCK2 mRNA p鄄ERM mRNA

对照组 1. 00 + 0. 08 1. 07 + 0. 50 1. 08 + 0. 54

LPS 组 2. 67 + 0. 07** 3. 73 + 0. 90** 3. 89 + 0. 59**

法舒地尔组 2. 49 + 0. 28** 2. 31 + 0. 16*# 2. 38 + 0. 19*##

F 84. 30 14. 69 26. 34

P < 0. 01 < 0. 01 < 0. 01
MS组内 0. 030 0. 362 0. 225

摇 摇 q 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 < 0. 05,**P < 0. 01;与 LPS 组比较#
P < 0. 05,##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感染,特别是革兰阴性菌脓毒症,是肺循环疾病

如 ARDS 的主要病因[1]。 LPS 作为革兰阴性菌致病

内毒素的主要成分,可通过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血管

内皮细胞,破坏血管内皮细胞间的完整性连接,致使

血管内皮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加,导致血管通透性增

高,是 ARDS 后续改变的病理基础。 由此可见,维持

血管内皮屏障的完整性对于预防 ARDS 的发生发展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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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刺激下,肺血管内皮屏障的损伤涉及复杂

的信号转导通路。 Rho / ROCK 信号通路参与了

ARDS、肺动脉高压、肺癌等肺部疾病的病理生理过

程,主要调节肌动蛋白细胞骨架和细胞间连接的完

整性。 细胞骨架作为维持内皮细胞完整性的动态蛋

白纤维网状结构,由微丝、微管和中间丝共同构成。
其中微丝是由肌动蛋白构成的多聚体,因此又称肌

动蛋白纤维,是调节内皮细胞通透性的直接动力。
血管通透性升高的主要病因是内皮细胞骨架肌动蛋

白的重组和再分布[2]。 而 Rho / ROCK 通路是介导

内皮细胞肌动蛋白 - 肌球蛋白交联增加,促进肌动

蛋白微丝骨架聚合,引起内皮细胞通透性升高的重

要信号通路[3]。
Rho 家族有超过 20 名成员,其中以 RhoA 功能

最齐全,相关研究最多。 而细胞骨架重组必须有

RhoA 蛋白的活化[4]。 活化的 RhoA 触发信号通路

并刺激下游信号分子,致使肌动蛋白、肌球蛋白相互

作用,细胞间连接被破坏,最终导致细胞收缩增强,
间隙增宽,通透性增高[5]。 ROCK 则是 RhoA 主要

的下游靶效应分子[6],分为 2 个亚型:ROCK1 和

ROCK2。 研究[7]表明,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通过过

度刺激 Rho 及其效应器 ROCK,导致肌动蛋白微丝

骨架的收缩聚合,细胞间连接的完整缺失,血管内皮

细胞通透性增加,血管内皮屏障功能降低。 而 ERM
家族是 ROCK 的作用底物,由埃兹蛋白、根蛋白和

膜突蛋白组成[8]。 ERM 磷酸化水平的高低在细胞

骨架的改变中起重要作用[9]。 研究[10]发现,在体外

ROCK 能使 ERM 家族蛋白发生磷酸化,促进其与肌

动蛋白细胞骨架的相互作用,触发应力纤维和细胞

间隙的形成,致使内皮细胞通透性增高。 因此,
ERM 家族蛋白可能是血管通透性增加的重要调控

靶蛋白。
法舒地尔作为 ROCK 抑制剂, 通过作用于

ROCK 的 ATP 依赖激酶区域,抑制 ROCK 活性,主
要用于治疗蛛网膜下腔出血病人术后脑血管痉

挛[11]。 有研究显示,法舒地尔改善 LPS 引发的微血

管通透性增高与其抑制 ROCK 通路有关[12]。 赵新

云等[13]研究发现,法舒地尔能拮抗 LPS 诱导的急性

肺损伤炎症反应,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Rho / ROCK 信

号通路的活化相关。
本研究以 LPS 作为诱导剂,体外建立 HUVECs

损伤模型,模拟 ARDS 病理过程,并采用 Western
blot 法及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HUVECs 损伤的

水平,考察法舒地尔对细胞损伤的影响。 结果显示,
LPS 组 RhoA、ROCK2 及 p鄄ERM 的蛋白和基因水平

表达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 01)。 推测 LPS 可能

首先激活 RhoA,通过炎症反应介质活化其下游调控

蛋白 ROCK2,然后由活化的 ROCK2 进一步磷酸化

其下游作用底物 ERM,致使三者基因和蛋白表达水

平均显著增加,提示 RhoA / ROCK / ERM 途径可能是

LPS 引起内皮细胞骨架重组和内皮细胞通透性增加

的重要通路。 本研究中,与 LPS 组相比,法舒地尔

组 ROCK2 和 ERM 蛋白和基因表达水平均下调(P
<0. 05 ~ P < 0. 01),而 RhoA 蛋白和基因表达水平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提示法舒地尔作

为特异性 ROCK 抑制剂,对 LPS 诱导的 HUVECs 损

伤具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ROCK 通路及

其下游 p鄄ERM 信号分子活化,干预 LPS 诱导的细胞

骨架重排有关。
综上, RhoA / ROCK / ERM 通路在 LPS 诱导的

HUVECs 损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法舒地尔对

LPS 所致的 HUVECs 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其机制可

能与抑制 ROCK 通路及其下游 p鄄ERM 信号分子的

活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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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P4F2 基因多态性与云南汉族人群冠心病的相关性研究

王晓焕,张云坤,傅摇 薇,曹鸿鹍

[摘要]目的:研究 CYP4F2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云南汉族人群冠心病(CHD)的相关性。 方法:采用 Sequenom MassARRAY襆对云

南汉族人群 198 名正常人(对照组)和 514 例 CHD 病人(CHD 组)CYP4F2 基因 rs2108622、rs3093135 两个单核苷酸多肽位点

的多态性进行基因分型,分析该基因多态性与 CHD 的相关性。 结果:对照组和 CHD 组两个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 01);校正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等因素后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rs2108622 位点携带 T 等位基因者患 CHD 的风险

降低(P < 0. 05); rs3093135 位点携带 A 等位基因者患 CHD 风险降低(P < 0. 05)。 结论:CYP4F2 基因多态性与云南汉族人群

CHD 发生风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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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ene polymorphism of CYP24F2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in Yunnan Han population

WANG Xiao鄄huan,ZHANG Yun鄄kun,FU Wei,CAO Hong鄄kun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The Second People忆s Hospital of Yunnan,Kunming Yunnan 65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ene polymorphism of CYP4F2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 in
Yunnan Han population. Methods:The polymorphisms of rs2108622 and rs3093135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 in CYP4F2
gene of 198 normal people( control group) and 514 patients with CHD(CHD group) were genotyped using the SEQUENOM Mass鄄
ARRAY system.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ene polymorphism of CYP4F2 and CHD was analyzed. Results:The difference of two
allele frequencies between two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After adjusting the age,gender and body mass index,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HD risk of patients with rs2108622 T allele decreased(P < 0. 05),and the CHD risk of
patients with rs3093135 A allele decreased(P < 0. 05). Conclusions:The gene polymorphism of CYP4F2 is correlated with the risk of
the CHD in Yunnan Han population.
[Key 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gene polymorphism;CYP4F2

摇 摇 冠心病(CHD)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其发生发展

是在环境和遗传因素基础上,多种危险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的

不断提高,我国 CHD 患病率呈持续上升态势[1]。 研

究[2 - 3]发现,多种基因的多态性与 CHD 相关。 广泛

存在于人体内的细胞色素 P450(CYP)是一种血红

素硫铁蛋白酶系,在多种内源性和外源性化合物的

代谢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4]。 研究[5 - 6] 证实,
CYP 催化花生四烯酸(AA)生成环氧二十碳三烯酸

(EETs)、20鄄羟基二十四烯酸(20鄄HETEs)及前列环

素等,20鄄HETEs 通过介导血管紧张素域、去甲肾上

腺素、垂体后叶素等引起的血管收缩及血管重构在

调节血管动力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7] 表明,
CYP4F2 基因多态可影响 AA 代谢产生 20鄄HETEs。
本研究采用 Sequenom MassARRAY襆对 712 名云南

汉 族 个 体 血 液 样 本 DNA 中 CYP4F2 基 因

rs2108622、rs309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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