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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镉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重金属元素,随着工业的快速发

展,它的使用量和排出量均增加,镉污染已经从职业环境中

扩展到日常生活中。 由于镉的生物半衰期达 15 ~ 40 年[1] ,
但是其排泄率却较低,因此,这种金属能在多种器官内蓄积,
如肾、肝等。 镉暴露可最终损害多种器官,包括肾[2] 、肝[3] 、
神经系统[4] 。

体内和体外实验已经表明,镉是一种潜在的致癌物。 一

些研究提示镉能诱导肿瘤,如镉暴露可以诱导乳腺癌[5] 、肺
癌[6] ,增加胰腺癌等肿瘤的发生风险[7]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和美国的国家毒理学规划处已经将镉认定为一种人

类致癌物。

1摇 镉与氧化应激

摇 摇 已有的研究[8]阐述了镉毒性作用和致癌作用的可能机

制,其中包括对 DNA 损伤和修复的抑制、异常基因的表达、
诱导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8] 。 氧化应激的诱导被认为是很

重要的毒作用机制之一,镉可诱导产生活性氧(ROS),例如

羟基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和过氧化氢[9] ,这些自由基

都会诱导氧化应激的产生。 第三次全美健康和营养调查曾

对 10 000 名成年志愿者进行尿镉和血清氧化应激标志物的

关联性研究,结果发现:尿镉含量与 Vit C、Vit E 等抗氧化物

质成反比,提示氧化应激存在于镉的毒性机制之中[10] 。 过

多的 ROS 攻击不饱和脂肪酸引起脂质过氧化,形成脂质过

氧化物,如丙二醛(MDA)。 譬如文献[11] 报道镉暴露会显著

增加大鼠额叶皮质组织 MDA 水平,但是在用抗氧化剂槲皮

素处理后 MDA 水平显著降低。 在正常情况下,机体氧化和

抗氧化系统处于平衡,活性氧的产生和消除处于动态平衡状

态,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ROS 的产生高于它的消除,细胞内

源性抗氧化应激能力下降导致脂质过氧化损伤,活性氧攻击

一些重要的靶器官,如 DNA、RNA 和蛋白质等。 氧化应激诱

导的 DNA 损伤也是镉致癌作用的因素之一[8] ,镉通过氧化

应激还可以诱导微核产生染色体损伤[9] 。

2摇 氧化应激和核因子 2 相关因子 2(Nrf2)的信号通路

摇 摇 ROS 能够激活体内内源性抗氧化应激系统,诱导一系列

保护蛋白以缓解细胞所受的损伤,这一协调反应是由这些保

护性基 因 上 游 调 节 区 的 抗 氧 化 反 应 元 件 ( antioxidant
responsive element,ARE)调控,Nrf2 是 ARE 的激活因子,因此

Nrf2 是细胞调节抗氧化应激反应的重要转录因子。 Nrf2 主

要包括 6 个功能域,分别被命名为 Neh 1 ~ 6[12] ,在正常情况

下,Nrf2 被细胞质蛋白 Kelch 样环氧氯丙烷相关蛋白 1
(Keap1)锚定于细胞质中,继而被泛素蛋白酶体所降解,因此

Nrf2 在细胞质中的表达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13] 。 Keap1
蛋白的结构域 IVR 富含半胱氨酸,当被 ROS 攻击时,ROS 可

与半胱氨酸残基反应引起 Keap1 构象发生变化,Keap1 与

Nrf2 解离;Nrf2 也可以通过直接磷酸化的方式引起构象变化

与 Keap1 解离,这一途径主要通过一系列激酶通路,如

MAPKs(ERK、JNK、P38 等)、PI3K、PKC 信号通路[14] 。 Keap1
和 Nrf2 解偶联后,泛素蛋白酶体不再降解 Nrf2,细胞质中

Nrf2 浓度快速增加,Nrf2 积累进入细胞核,在细胞核中 Nrf2
与小 Maf 蛋白形成异源二聚体绑定在 ARE 上,启动 ARE 调

控的域相解毒酶和抗氧化蛋白的表达来达到细胞保护的目

的[15] 。
研究表明[3]Nrf2 / ARE 通路在镉诱导氧化应激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提示 Nrf2 可作为一种保护细胞、抵御氧化应激

的重要调节因子,譬如 Nrf2 的活化可诱导抗氧化蛋白产生来

防御镉对肝脏的氧化应激损伤,在野生型 Nrf2( + / + )小鼠

胚胎成纤维细胞(MEF)暴露镉时,ROS 的水平显著增加;但
是在用较低的暴露剂量作用 Nrf2 基因敲除 Nrf2 ( - / - )小
鼠胚胎成纤维细胞实验时,ROS 产生增加[16] ,其他的器官也

有同样的报道[17 - 18] 。
Nrf2 是调控域期排毒和抗氧化酶表达的一个重要的转

录因子,包括血红素加氧酶鄄1(HO鄄1)、NADPH 醌氧化还原酶

1(NQO1)、谷胱甘肽 S鄄转移酶(GST)、酌鄄谷氨酰半胱氨酸合

成酶、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等。 它们

在镉的毒性损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HO鄄1 是一个限速酶,
由于它能降低血红素中的 CO、铁元素、胆红素的衍生物,使
得它能够参与氧化应激的保护过程。 镉可诱导 HO鄄1 的产

生[19] ,镉暴露下的斑马鱼 GSTs 和 HO鄄1 水平的增加标志着

Nrf2 的活化[17] 。 NQO1 能减少醌和苯二酚的结合,避免醌转

变为半醌,从而保护细胞。 如前所述,Nrf2 基因敲除动物表

现出镉的易感性增加,4鄄羟基胺在 Nrf2( - / - )小鼠中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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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在野生型小鼠中显著增高,在用 Nrf2 活化剂奥替普拉处

理后,在小鼠肝脏和泌尿膀胱中的域期解毒酶活性上升,使
野生型小鼠中膀胱癌的发病率下降,而对 Nrf2( - / - )小鼠

影响不大[20] ,在对抗坏血酸预处理过的大鼠实验中,其肝脏

Nrf2 和 NQO1 的表达比单独镉处理的大鼠显著增加[21] 。
SOD 和 CAT 广泛存在于机体中,具有抗氧化功能,它们共同

消除 ROS,例如用抗坏血酸预处理可显著降低肝脏中 MDA
水平,而 SOD 和 CAT 活性增强。

这些域相解毒和抗氧化酶可以消除体内各种致癌物质

或氧化物质,以维持内环境的稳定,诱导这些酶的表达是防

止镉的致癌作用的一个重要措施。

3摇 Nrf2 的激活和肿瘤

摇 摇 癌症的化学预防是降低癌症发病率的重要途径,因为

Nrf2 可上调保护性蛋白基因的表达,那么增加 Nrf2 的活性可

能成为潜在的药物治疗手段。 功能性食品作为抗氧化营养

素和通过 Nrf2 / ARE 通路调节下游域相抗氧化酶,这些物质

上调域期解毒和抗氧化酶的表达并发挥细胞保护作用和化

学预防性质。 这些水果、蔬菜里所含的天然化合物,在体内

和体外实验也都有相同的结论。 例如在蔬菜和水果中发现

的木犀草素,能够激活 Nrf2 通路并且在大肠癌发生中发挥着

潜在化学预防剂作用[22] 。 萝卜硫素是从十字花科蔬菜中硫

代葡萄糖苷衍生的植物化学物质,通过激活 Nrf2 来增加细胞

中谷胱甘肽 S鄄转移酶活性的表达[23] 。 已有报道称萝卜硫素

可有效预防前列腺癌[24] 。 7,8鄄二羟基黄酮可以保护 V79鄄4
肺成纤维细胞对抗氧化应激,Nrf2 和 HO鄄1 的表达增加,在
siNrf2 细胞中却不存在这种现象。 当用 U0126(ERK 的一个

特殊抑制剂)预处理时,它们的表达会降低,这些结果表明

Nrf2 是 ERK 的一个下游靶标,并且 Nrf2 活化剂可通过激活

ERK 来保护细胞对抗氧化应激过程[25] 。

4摇 Nrf2 在肿瘤中的双重作用

摇 摇 我们对 Nrf2 在镉毒性和致癌作用中的保护作用进行了

综述。 也有研究[26]表明,Nrf2 在癌症中起着双重调节作用,
它不仅起到化学预防作用,也能促进癌细胞的生长。 Nrf2 可

以保护细胞免受转化成肿瘤细胞,而另一方面,肿瘤细胞也

表达 Nrf2,它有利于肿瘤细胞抵抗化疗药物对其的损伤[27] ,
该途径也增加肿瘤细胞的氧化应激和对放疗的抵抗能力。

综上所述,Nrf2 可作为抵御氧化应激的重要调节因子,
这对于抵御镉诱导的毒性损伤和致癌作用,预防镉对健康的

影响等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因此,对于它的分子学机制有

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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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主要指机体在疾病或遭受创伤 24 h 后序贯

发生的 2 个或以上的器官功能不全的综合征。 在临床工作

中,多种疾病的恶化均有 MODS 的参与,不同疾病引起的

MODS 有不同的治疗侧重点,因此也成为医学界的研究热

点[1] 。 RAMTINFAR 等[2] 指出,多器官功能障碍是 ICU 病房

病人死亡的首要原因,它可独立发生,不继发于任何感染或

炎症,也可继发于某种疾病,其中重型颅脑损伤至关重要。
目前关于 MODS 的发生机制,有多种学说被提出[3] ,如失控

的炎症反应学说、胃肠道学说、细菌毒素学说、缺血再灌注学

说等。 目前,在重症医学科相关研究[4]倾向于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 (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 是

MODS 的发病基础,是炎症反应失衡的起始。 SIRS 最初是由

美国胸科医师提出,是因感染或非感染病因作用于机体而引

起的机体失控的自我持续放大和自我破坏的全身性炎症反

应[5 - 6] 。 它是机体修复、代偿而出现过度应激反应的一种病

理过程。 机体受到损伤时,引发炎症反应,同时机体产生的

内源性炎性因子自我放大而形成“瀑布效应冶,严重者可导致

MODS。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急

性脑血管病的发病率逐渐升高,其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致病

人死亡已成为神经科病人死亡的重要原因[7] 。 急性脑血管

病并发 的 MODS 又 称 脑 源 性 多 器 官 功 能 障 碍 综 合 征

(cerebrogenicmultiple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CMODS),发
生机制目前尚无统一观点,有研究[8 - 9] 认为,CMODS 的发生

主要是继发于急性脑血管病后应激反应导致的 SIRS。 本文

就急性脑血管病并发的 MODS 的各种可能机制及诊疗措施

作一综述。

1摇 发病机制

1. 1摇 各种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参与的失控的 SIRS摇 SIRS
是在多种病理因素作用下,机体产生大量炎性物质和细胞因

子,超过自身可调节能力而出现的内环境稳态的失衡,继而

导致 MODS[10] 。 临床病例研究 [11 - 15]表明,急性脑血管病继

发 SIRS、MODS 后,肿瘤坏死因子(TNF)鄄琢、白细胞介素(IL)鄄
6、IL鄄1、C 反应蛋白(CRP)等炎症指标均升高,且 MODS 组上

述指标数值大于 SIRS 组,大于单纯脑血管病组,具有统计学

意义。 动物实验研究[16] 也提示,急性脑血管病 - 下丘脑 -
延髓内脏带 - 迷走神经 - 肠道 - 迷走神经 - 延髓内脏带鄄
SIRS鄄CMODS 的循环通路可能为急性脑血管病并发 MODS
的路径之一。 在 SIRS 的形成中,最重要、最早发挥作用的炎

性因子是 TNF鄄琢,也是炎症反应的始动因子,能够促进多种

炎性细胞的过度产生,激发级联反应,从而形成失控的全身

炎症反应,导致 MODS 的发生。 TNF鄄琢 对机体的损伤机制主

要是激活细胞因子网络,导致过度炎症反应。 动物实验研

究[17]还表明,磷酸化的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可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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