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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泊酚通过诱导自噬保护血管紧张素Ⅱ引起细胞损伤
胡 拮１，一，梁就庆１，王晶晶２，张良清１，２
室；２．麻醉科，广东湛江５２４００１）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１．器官功能损伤与保护重点实验

摘要：目的探讨丙泊酚对血管紧张素ＩＩ（ＡｎｇＩＩ）ＶＪｌ起细胞损伤的保护机制。方法体外培养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ＨＵＶＥＣｓ），建立ＡｎｇⅡ损伤模型；实验分为正常对照组、ＡｎｇⅡ组、ＡｎｇⅡ＋丙泊酚（ＡｎｇⅡ＋Ｐ）组、二甲基亚砜
（ＤＭＳＯ）对照组、Ａｎｇ １－７抑制剂组。用ＣＣＫ８检测细胞活性，免疫荧光染色检测细胞色素Ｃ，蛋白印迹法检测自噬相关
蛋白ＬＣ３和Ｐ６２表达。结果Ａｎｇ ＩＩ最适宜作用浓度为１０～ｍｏｌ／Ｌ，丙泊酚保护作用最适宜浓度为１００ ｇｍｏｌ／Ｌ。ＡｎｇⅡ组
和ＤＭＳＯ组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Ｃ高于ＡｎｇⅡ＋ｐ组（Ｐ＜ｏ．０５），但其与Ａｎｇ １－７抑制剂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尸＞０．０５）。
ＡｎｇⅡ＋Ｐ组Ｐ６２表达水平略高于ＤＭＳＯ组，且自噬相关蛋白ＬＣ３一Ｉ向ＬＣ３．ＩＩ转化亦增多，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丙泊酚通过影响线粒体自噬途径抑制Ａｎｇ ＩＩ引起内皮细胞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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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等，心血管病的发病率持续
增加，严重危害着人类健康，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
生问题。研究发现，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 １１）的浓度
在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过程
中显著升高［１１。有研究显示，Ａｎｇ １Ｉ可以直接导致
血管内皮细胞凋亡［２１。在高浓度ＡｎｇⅡ的刺激下，
血管内皮细胞中活性氧簇产生增加［３１，进而影响线

粒体ＡＴＰ敏感性钾通道产生并释放更多的活性氧
簇，造成细胞中氧化蛋白和受损线粒体的大量累
积，从而导致细胞自噬水平的改变，严重影响了血
管内皮细胞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与心血管疾病的
发生、发展密切相关【４１。目前也有研究发现，自噬
的异常调节与血管内皮细胞的衰老和血管疾病的发
病机制密切相关［５１。丙泊酚作为一种常用的静脉麻
醉药物，因具有起效快、持续时间短、苏醒迅速、
不良反应少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临床麻醉等领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Ｎｏ．８１２７０１９６、３１３０１１０４、
８１４７０４０５），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博士启动
项目（Ｎｏ．ＸＢｌ３４３）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０４—２３：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２９
作者简介： 胡酷（１９７６一），女，博士，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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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丙泊酚的化学结构与内源性抗氧化剂ａ一生育酚

和抗氧化剂丁化羟基甲苯相似，因此可以发挥抗氧
化的生物学效应【６１。丙泊酚还可以增加内源。ｔ＇车ＮＯ生
成【７１。而且大量的体外和体内研究已经证实了丙泊
酚的细胞及器官保护作用［８１。提示丙泊酚有可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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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抑制内皮细胞自噬以保护血管内皮。故本实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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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丙泊酚保护Ａｎｇ １１诱导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损伤

ＩＩ的ＨＵＶＥＣｓ培养液。对照组中加入
等体积的正常培养基。另设空白组（只有培养液，不

的可能机制。

含细胞），每组５个复孑Ｌ。培养２４ ｈ后，每孔分别加入

１材料和方法
实验材料

１．１

１０４ ｍｏｌ／Ｌ Ａｎｇ

含１０皿的ＣＣＫ８检测试剂，培养箱孵育２ ｈ后使用酶
标仪检测波长为４５０ ｎｍ的吸光度（Ａ）值，并计算细胞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ＨＵＶＥＣｓ细胞株（上海细胞

抑制率（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ｒａｔｅ，ＩＲ）。ＩＲ＝（对照孔Ａ值一实验孔
Ａ值）／对照孔Ａ值Ｘ １００％。实验重复３次。

库），经解冻复苏后加入含１０％胎牛血清的ＤＭＥＭ培

确认ＡｎｇⅡ的最适浓度后，观察丙泊酚对Ａｎｇ

养基制成细胞悬液，接种于培养瓶中置于５％Ｃ０２、
３７℃培养箱中培养。每隔２～３ ｄ换培养液１次，待细

Ⅱ损伤ＨＵＶＥＣｓ活性的影响。每孑Ｌ；ｂｌ入Ａｎｇ １１处理２４
ｈ后，换人丙泊酚至终浓度为５０、１００、１５０ Ｉ，ｔｍｏｌ／Ｌ，

胞８０％融合时用０．２５％胰蛋白酶消化传代，选取第３～

ＤＭＳＯ组则每ＴＬ；Ｏｎ人体积百分比为１‰的ＤＭＳＯ，继

４代细胞进行实验。

续培养４ ｈ。其他步骤同前。实验重复３次。

ＤＭＥＭ培养基（Ｌｉｆｅ公司）；青霉素一链霉素混合

１．４免疫荧光染色检测细胞色素Ｃ

溶液与０．２５％胰蛋白酶（碧云天）；胎牛血清（Ｇｉｂｃｏ公

按细胞分组处理后，４％多聚甲醛溶液３７℃固定

司）；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上海生工）；二甲基亚砜

１５

（ＤＭＳＯ）（Ｌｉｆｅ公司）；裂解液及蛋白酶抑制剂（碧云

１００室温打孔１５ ｍｉｎ，ＰＢＳ液在摇床清洗３次，按产品

天）；１３－ａｃｔｉｎ与ＨＲＰ标记的羊抗鼠、羊抗兔二抗（Ｐｒｏ．

说明书稀释一抗，室温孵育１ ｈ。最后用激光扫描共
聚焦显微镜观察。每张切片随机选取几个视野（Ｘ

ｔｅｉｎｔｅｃｈ公司）；细胞色素Ｃ、ｐ６２抗体（Ａｂｃａｍ公司）；
ＬＣ３ｂ抗体（Ｓｉｇｍａ公司）；ＣＣＫ８试剂盒（Ｔｒａｎ公司）。
细胞培养箱（Ｔｈｅｒｍｏ公司）；超净台（苏净集团安

ｍｉｎ，ＰＢＳ液清洗３次。用体积分数０．１％Ｔｒｉｔｏｎ

Ｘ一

４００）拍摄照片。实验重复３次。
１．５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

泰公司）；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Ｌｅｉｃａ ＴＣＳ ＳＰ５ １Ｉ）；
酶标仪（ＢｉｏＴｅｋ公司）；凝胶电泳及蛋白质转膜、化学

悬液，１００℃变性，加样，电泳，转膜，室温摇床

发光、成像系统（Ｂｉｏ．Ｒａｄ公司）；电子恒温摇床

封闭１ ｈ（５％脱脂牛奶封闭液），然后剪膜，分别加入

（Ｔｈｅｒｍｏ公司）。
１．２实验分组与干预

目的蛋白抗体及１３一ａｃｔｉｎ（１：１ ｏｏｏ），４℃摇床过夜。隔
日分别加入抗鼠或抗兔二抗（１：１０ ｏｏｏ），室温摇床孵

Ａｎｇ

制备胶块。按细胞分组并处理后，收集蛋白质

将细胞随机分组。正常对照组（Ｎｃ）：常规培养；

育２ ｈ以上。ＥＣＬ试剂化学发光检测，最后曝光。采

ＩＩ损伤组（Ａｎｇ １Ｉ）：细胞密度达８０％以上，换入

用Ｉｍａｇｅ Ｊ软件处理图片。实验重复３次。

含Ａｎｇ １Ｉ终浓度分别为１０～、１０一、１０～、１０。４ ｍｏｌ／Ｌ

１．６统计学处理

的无糖无血清培养液，于３７ ｃＣ、５％ＣＯｚ的常氧培养

本实验使用ＳＰＳＳ ２４．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描述，

箱中培养２４ ｈ后，换成含１０％血清的完全培养液，继

多个样本均数间每两个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曰检验，

续培养４ ｈ，丙泊酚处理内皮细胞Ａｎｇ １１损伤组（Ａｎｇ

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Ｉ＋Ｐ），细胞经Ａｎｇ １Ｉ（１０－６ ｍｏｌ／Ｌ）处理２４ ｈ后，换人

含丙泊酚浓度分别为５０、１００、１５０ ｇｍｏｌ／Ｌ的完全培
养液，继续培养４ ｈ，二甲基亚砜溶剂对照组

２结果

（ＤＭＳＯ）：１０石ｍｏｌ／Ｌ的Ａｎｇ ＩＩ处理细胞２４ ｈ后，置换

２．１

丙泊酚对Ａｎｇ ｌＩ损伤ＨＵＶＥＣｓ活性的影响
用不同浓度（１０～、１０一、１０～、１０４ ｍｏｌ／Ｌ）Ａｎｇ ＩＩ

含ＤＭＳＯ体积百分比为１％ｏ的完全培养基，继续培养

ｈ，抑制率分别为（２１．１５±２．１０）％、

ｈ，血管紧张素１—７抑制剂组（Ｐ＋Ａ７７９）：１０。６ ｍｏｌ／Ｌ
的Ａｎｇ ＩＩ处理细胞２４ ｈ后弃去培养液，置换含丙？白酚

处理ＨＵＶＥＣｓ

浓度为１００ ｇｍｏｌ／Ｌ的完全培养液，并加入Ａ７７９处

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我们选择用１０巧ｍｏｌ／Ｌ

理，继续培养４ｈ。
１．３用ＣＣＫ８检测细胞活性

ＡｎｇⅡ诱导ＨＵＶＥＣｓ损伤。Ａｎｇ １１＋Ｐ（５０、１００

４

将ＨＵＶＥＣｓ制成２×１０４个／ｍＬ的细胞悬液，在９６
孔板中每孔接种１００ ｐＬ的细胞悬液。６ ｈ后观察细胞
贴壁，吸去旧培养液，分别加入含１０～、１０～、１０～、
万方数据

２４

（４５．２±０．５４）％、（３２．３９＋２．７０）％和（６１．６６±２．０６）％，

ｇｍｏｌ／Ｌ）

组细胞活性高于Ａｎｇ １Ｉ组（Ｐ＜０．０５），而Ａｎｇ ＩＩ＋Ｐ（１５０
ｇｍｏｌ／Ｌ）组与ＤＭＳＯ组、Ａｎｇ １１组比较细胞活性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尸ｌ＞０．０５）（图１）。
２．２

丙泊酚对ＡｎｇⅡ引起的ＨＵＶＥＣｓ线粒体自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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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拮，等．丙泊酚通过诱导自噬保护血管紧张素Ⅱ引起细胞损伤

影响

３３５

现，不同浓度（５０、１００ Ｉｒｔｍｏｌ／Ｌ）Ａｎｇ １１＋Ｐ组的促自噬

免疫荧光染色显示（图２），Ａｎｇ １Ｉ组和ＤＭＳＯ组

蛋Ｅ１Ｐ６２表达水平略高于ＤＭＳＯ组，且自噬相关蛋白
ＬＣ３．Ｉ向ＬＣ３—１Ｉ的转化亦增多，但差异均不明显

的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ｃ较Ａｎｇ １１＋Ｐ组增加伊＜
０．０５），而Ｐ＋Ａ７７９组与Ａｎｇ １Ｉ组和ＤＭＳＯ组比较差异

ｆ胗０．０５）。

无统计学意义畛ｏ．０５）。蛋白印迹检测结果（图３）发
Ａ

Ｉ

ｌ

景
。

暑０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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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Ｃ

１０。７

１０。６

１０—５

Ｂ

Ｃ

０

害０
三

２．０

百１－５
舌
导１．０

互０
亘

一

ｏ
ｏ

工

三０

０

０．５

０．Ｏ
４

１０—４

１０’７

Ａｎｇ ｌＩ（ｍｏｌ／Ｌ）

１０‘６
Ａｎｇ

１０１５

１０

１Ｉ（ｍｏｌ／Ｌ）

Ａ：不同浓）ｇＡｎｇＩＩ处理ＨＵＶＥＣｓ２４ｈ后的０Ｄ值：
Ｂ：不同浓度Ａｎｇ ＩＩ处理ＨｕＶＥＣｓ ２４ ｈ后细胞的抑制率（ＩＲ）；
Ｃ：不同浓度丙泊酚作用ＨＡｎｇＩＩ（１０－６ｍｏｌ／Ｌ）预处理内皮细胞的０Ｄ值。
Ａｎｇ

ＩＩ各浓度组与ＮＣ组比较，＋Ｐ＜０．０５；Ａｎｇ ＩＩ＋Ｐ（１００肛ｍｏｌ／Ｌ）组与Ａｎｇ ＩＩ组比较，４Ｐ＜０．０５。
图１
ｍｅｒｇｅ

ＣＣＫ８细胞活性实验筛选Ａｎｇ ＩＩ及丙泊酚作用浓度
Ｚ００１ＴＩ

ｍｅｒｇｅ

Ｚｏｏｍ

ＮＣ

Ｐ＋Ａ７７９

图２丙泊酚抑制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Ｃ

∥ｑ。夕Ｓ够
Ｐ６２■—－——黼—■参镧黛謦翎黼

口ＮＣ
口ＤＭＳ０
２

１

ｌ
ＬＣ３

Ｉ

ＬＣ３Ⅱ

Ｏ

ａｃｔｉｎ—－蔫■参蔫—謦蔫—，■—≯

Ｏ
Ｐ６２

图３不同浓度丙泊酚处理促进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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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ＮＯ，激活蛋白酪氨酸磷酸酶，降低ＭＡＰＫ的活

血管内皮细胞是血管内腔隙与血管外组织之间

的一个关键屏障，分布在整个心血管系统，具有调
节血流、血管舒缩、血液凝固、细胞因子分泌等功
ｌｌｔ９ｌ，在许多疾病的病理生理情况下起着关键性作
用［１０】。Ａｎｇ ＩＩ作为引起氧化应激最强烈的刺激物之
一，在血管内皮衰老和凋亡过程中被认为是增强因

性，抑制还原性辅酶ＩＩ（ＮＡＤＰＨ）氧化酶源性过氧化
物（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的生成，介导血管

舒张、生长抑制、抗炎和抗血栓等，以对抗ＡｎｇＩＩ的
作用１１６］。本实验使用ＭＡＳ受体拮抗剂Ａ７７９，发现其
可以逆转丙泊酚对Ａｎ９１Ｉ诱导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凋

亡的保护作用，初步探究了丙泊酚可能通过ＡＣＥ２．

子［１１］。本研究发现，高于生理浓度ｆ１０。ｍｏｌ／Ｌ）的

Ａｎｇ（１．７）一Ｍａｓ轴调控血管内皮细胞的命运。但对丙

ＡｎｇⅡ作用于ＨＵＶＥＣｓ ２４ ｈＡ，与对照组相比，细
胞的活性抑制率明显升高∽＜０．０５）。而不同浓度Ａｎｇ

泊酚、ＡＣＥ２一Ａｎｇ（１．７）一Ｍａｓ和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三
者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将为临床应用丙泊酚处
理保护心血管疾病患者血管内皮提供理论依据。

Ⅱ＋Ｐ组与ＡｎｇｌＩ组相比，活性有所恢复，丙泊酚在
１００

ｇｍｏｌ／Ｌ浓度下保护作用最明显。
自噬作为机体一种通过溶酶体系统降解自身成
分的一种防御和应激调控机制，对于清除聚集的氧
化应急产物和受损的细胞器以及细胞稳态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１１２ｌ。但是，自噬的过度激活可以带来负
面影响，如线粒体的受损和ＡＴＰ耗竭导致细胞走向
死亡ｆ”］。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ＤＭＳＯ组的线粒体
释放细胞色素Ｃ较ＡｎｇⅡ＋Ｐ组增加，而Ｐ＋Ａ７７９组与
ＤＭＳＯ组无差异，证明丙泊酚可以抑制线粒体释放
细胞色素Ｃ，而Ａ７７９可以减弱丙泊酚的抑制作用。
而通过蛋白印迹检测自噬相关蛋白ＬＣ３一Ⅱ的表达变

化，我们发现ＡｎｇⅡ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Ｐ６２、
ＬＣ３．ＩＩ蛋白表达有促进作用，说明Ａｎｇ ＩＩ能够诱导
血管内皮细胞发生自噬。然而，不同浓度（５０、１００
ｇｍｏｌ／Ｌ）Ａｎｇ １Ｉ＋Ｐ组的促自噬蛋白Ｐ６２表达水平略高

于ＤＭＳＯ组，且自噬相关蛋白ＬＣ３一Ｉ向ＬＣ３一Ⅱ的转
化亦增多，但差异不明显，提示丙泊酚可能部分通

过影响线粒体自噬途径来抑制Ａｎｇ ｌＩ引起的内皮细
胞凋亡。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丙泊酚能通过增强自
噬促进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血管形成，但其研究的
细胞自噬诱导模型是通过脂多糖（ＬＰＳ）实现的［１
。肾素一血管紧张素系统广泛参与多种心血管疾病
的发生、发展过程，Ａｎｇ １Ｉ则是这些病理生理改变
４１。

的中心环节。除了传统的ＡＣＥ．Ａｎｇ １Ｉ．ＡＴｌＲ的经典
轴外，新的ＲＡＳ成员：ＡＣＥ２．Ａｎｇ（１．７）一ＭａｓＥ被发

现。ＡＣＥ２分布广泛，主要在内皮细胞中表达，而在
其他组织细胞中表达较少。ＡＣＥ２与ＡＣＥ的结构相

似，但ＡＣＥ２发挥着与ＡＣＥ拮抗的作用。ＡＣＥ２水解
ＡｎｇⅡ产生７肽的Ａｎｇ（１—７１，然后与其受体Ｍａｓ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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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培，等．白介素一６在人结肠癌ＬｏＶｏ细胞奥沙利铂耐药中的作用

总之，本实验通过建立结肠癌Ｌ—ＯＨＰ耐药细胞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株ＬＯＶＯ／Ｌ．ＯＨＰ，初步探讨了ＩＬ．６在其中的可能作
用。不仅揭示了肿瘤细胞对铂类药物耐药机制的复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３

杂性，更为重要的是指出靶向ＩＬ．６而非其受体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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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Ｌ．ＯＨＰ治疗结肠癌的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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