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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成纤维细胞在血管紧张素ＩＩ作用中活性氧水平及ｐ２２岫的表达

国荣，周娟，邓秀玲，匿囹，蒋小英，林元喜（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要：目的探讨血管紧张索ＩＩ（ＡｎｇＩＩ）干预心肌成纤维细胞时活性氧的改变及可能的产生途径，为防治心室重塑发展提
供思路。方法培养出生２￣３ ｄ大鼠心肌成纤维细胞，分为正常对照组，Ａｎｇ １Ｉ（１０４ ｍｏｌ／Ｌ）组，ＡＰＯ（１００ ｉ山ｍｏｌ／Ｌ）组。
ＡＰＯ＋ＡｎｇⅡ（ＡＰＯ １００ Ｉｘｍｏｌ／Ｌ培养ｌ ｈ后加入终浓度１０４ｍｏＩ／Ｌ ＡｎｇＩＩ）组。干预４８ ｈ后应用荧光显微镜观测活性氧水

平；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ｐ２２—ｈ蛋白表达。结果ＡｎｇⅡ组活性氧荧光最强，ＡＰＯ＋ＡｎｇＩＩ组明显减弱，对照组和ＡＰｏ组
最弱。组化染色结果显示对照组和ＡＰＯ组几乎未见ｐ２２岫蛋白阳性表达；ＡｎｇＩＩ组细胞普遍阳性表达，显著高于其他３
组；ＡＰＯ＋ＡｎｇＩＩ组稍强于对照组和ＡＰＯ组，但无显著性差异。结论Ａｎｇｔｔ可能通过增强ｐ２２岫蛋白表达，导致
ＮＡＤＰＨ氧化酶途径产生活性氧增多。
关键词：心肌成纤维细胞；血管紧张素Ⅱ；活性氧；ｐ２２一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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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素一血管紧张素系统（ＲＡＳ）的过度激活是高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ＣＦｓ）活性氧水平的影响及

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血管重塑、心肌重塑的重

ＮＡＤＰＨ氧化酶的ｐ２２衄亚基的表达情况，以进一步

要机制之一。其中最重要的活性成分血管紧张素Ⅱ

揭示氧化应激导致心室重塑的机制。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ｏｎ ＩＩ，ＡｎｇＩＩ）通过促生长、氧化应激、促炎

性介质等发挥作用ｆｌ引。近年来，研究发现ＡｎｇｌＩ使血
管内皮细胞通过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
氧化酶（ＮＡＤＰＨ氧化酶）途径产生大量活性氧，促进

ｌ材料与方法
１．１实验动物
出生２～３ ｄ ＳＤ大鼠，ＳＰＦ级，由西安交通大学动

血管重塑［４Ｊ。近年来，有研究开始关注心室重塑中

物中心提供。

ＮＡＤＰＨ氧化酶的作用。最近在心力衰竭患者的研究

１．２试剂

中表明心脏ＮＡＤＰＨ氧化酶活性增加并可能在心功

ＤＭＥＭ培养基为Ｇｉｂｃｏ公司产品，胎牛血清购

能异常的病理生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５】。本研究观察

自杭州四季青生物制品公司。胰蛋白酶、Ａｎｇ ＩＩ、

ＡｎｇＩＩ对心肌重要细胞成分之一一成纤维细胞

ＮＡＤＰＨ氧化酶抑制剂夹竹桃麻素（ａｐｏｃｙｃｉｎ，ＡＰＯ）

收穑日期：２００８－０９．２Ｉ

购自Ｓｉｇｍａ公司。双氢乙啡啶（ＤＨＥ）购自ＡＮＡＳＰＥＣ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５００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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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试剂盒购自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公司。
１．３新生大鼠心肌ＣＦｓ分离与培养及实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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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荣，等．心肌成纤维细胞在血管紧张素Ⅱ作用中活性氧水平及ｐ２２烬的表达

无菌开胸剪取心尖部（心室肌）组织，眼科剪刀剪

‘２０３·

酶，微波修复抗原，正常山羊血清封闭，滴加～抗

碎成ｌ ＩＩ＂１１＇１１３大小，０．０６％胰蛋白酶消化，重复３～５次。

（ｐ２２如兔抗鼠多克隆抗体，１：１００），湿盒中４℃过夜，

将各次消化所得细胞收集．用１５％胎牛血清的

滴加二抗，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霉卵白素孵育。

ＤＭＥＭ，在５％ＣＯ：、３７℃培养箱中培养，差速贴壁８０

ＤＡＢ显色。苏木素复染，脱水透明封片。镜下观察摄

ｍｉｎ，弃培养液去除心肌细胞，继续培养并传代已贴

像，阴性对照以ＰＢＳ代替一抗。每组随机选取至少５

壁的ＣＦｓ，隔日更换细胞培养液。经倒置显微镜观察

个高倍视野采集数码照片，用Ｍｏｔｉｃ数码医学图像分

细胞形态，用肌动蛋白单克隆抗体作免疫组化鉴定。
将传代两次的ＣＦｓ用０．２５％胰蛋白酶消化后，调
细胞浓度为５ｘ１０ｓ．接种于预先放有处理过的爬片的

析系统测定阳性目标总面积和平均灰度值，最后求得
各组阳性目标平均灰度值及标准差。
１．６统计学处理

２４孔培养板中．待细胞生长至亚融合状态时．换用无

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

血清ＤＭＥＭ培养２４ ｈ。分为正常对照组（无血清

示，组问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Ｐ＜０．０５时认为差异

ＤＭＥＭ培养液），ＡＰＯ（１００斗ｍｏｌ／Ｌ）组，Ａｎｇ ＩＩ（１ ｘ１０‘７

有统计学意义。

ｍｏｌ／Ｌ）组，ＡＰＯ＋Ａｎｇ ＩＩ组（ＡＰＯ １００ ｔｘｍｏｌ／Ｌ培养１ ｈ

后加入终浓度ｌｘｌ０。７ｍ０１／Ｌ的ＡｎｇＩＩ）进行干预，并
于相应时间检测。每组至少重复３次。

２结果
２．１

１．４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活性氧水平［６】

ＣＦｓ的鉴定及纯度
倒置显微镜下观察见细胞呈梭型，胞质丰富．细

细胞接种后按１．３分组干预４８ ｈ，弃去培养基，避
光状态下操作。在爬片上滴加０．１ Ｉ山ｍｏｌ／Ｌ

ＤＨＥ ５０

胞间连接丰富，肌动蛋白单克隆抗体作免疫组化染色
阳性率少于５％。此种方法分离制备的非心肌细胞主

斗ｌ，３７℃孵箱孵育３０ ｍｉｎ，ＰＢＳ（ｐＨ ７．２）充分浸洗，３

要是ＣＦｓ，ＣＦｓ纯度达到实验要求。

ｍｉｎｘ３次。置载玻片上Ｏｌｙｍｐｕｓ免疫荧光显微镜下观

２．２培养ＣＦｓ活性氧水平检测结果
ＤＨＥ渗透到存在活性氧的细胞内。表现出红色

察并摄像。所有图像均在同一放大倍数（ｘ４００）、同一
光强度下获得，用Ｍｏｔｉｃ数码医学图像分析系统定量

荧光【７］。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及摄像后图像分析显示

分析。每组随机测量至少５个视野，分别测阳性反应

Ａｎｇ

产物平均灰度，数据由程序自动得出，并求得平均值
和标准差作为该组的测量值。

３组（Ｐ：０．０５）；ＡＰＯ＋Ａｎｇ ｌＩ组荧光（１７５．０“２．３７）较
Ａｎｇ １１组减弱。但强于正常对照组（１７８．２＿＋４２．８８）和

１．５免疫组化法检测ｐ２２曲眦表达

ＡＰＯ组（１７６．７＋４２．４４），正常对照组和ＡＰＯ组荧光强

按１．３分组干预４８ ｈ．取出细胞爬片，经冷丙酮

１Ｉ组红色荧光耀眼（１３４．１＋７５．５６）。显著强于其他

度相似（图１）。

固定，ＰＢＳ充分漂洗，３％Ｉ－１２０２灭活内源性过氧化物

圈ｌ荧光显微镜检测活性氧水平结果
Ｆｉｇ．１
Ａ：Ｎｏｒｍ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ｘ４０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ＡＰＯ（１００ ｐ。ｍｏｌ／Ｌ）ｇｒｏｕｐ；Ｃ：Ａｎｇ ＩＩ（１０’７ ｍｏｌ／Ｌ）ｇｒｏｕｐ；Ｄ：ＡＰＯ＋Ａｎｇ ＩＩ ｇｒｏｕｐ（１０‘７ ｍｏｌ／Ｌ Ａｎｇ ＩＩ ａｆｔｅｒ ｃｅｌｌ
ｗｉｔｈ １００ ｉＬｍｏＵＬ ＡＰＯ ｆｏｒ

２．３免疫组化检测培养ＣＦｓ Ｄ２２岫的表达结果

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１

灰度（１４７．８０＋６．５７）显著低于其他３组（Ｐ＜０．０５）；

阳性染色为细胞膜或胞质棕黄色或棕褐色颗粒。

ＡＰＯ＋ＡｎｇⅡ组平均灰度（１６６．４８±３．７８）低于对照组

正常对照组和ＡＰＯ组几乎未见阳性产物，ＡｎｇⅡ组

（１７１．叭±３．４６．）和ＡＰＯ组（１７０．９０±４．０４），但无显著性

细胞普遍可见棕褐色阳性产物，ＡＰＯ＋ＡｎｇＩＩ组有少

差异；对照组和ＡＰＯ组平均灰度相似，无明显差异。

量散在棕黄色染色阳性细胞。较ＡｎｇＩＩ组明显减弱

（图２）。图像分析对免疫组化ｐ２２岫染色阳性目标平
均灰度的检测结果显示ＡｎｇⅡ组染色阳性目标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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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免疫组化检测ｐ２２ｐｈ的表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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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该酶也存在于血管壁的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和成

生大量活性氧的具体机制，对阻止氧化应激引起心室

纤维细胞等。ＮＡＤＰＨ氧化酶是体内重要的氧化酶，

重塑将有重要意义。

由多种亚单位构成。包括５个亚基，ｇｐ９１和ｐ２２是两
个最大的跨膜亚基，ｐ４７、ｐ６７和ｒａｃｌ位于胞质。ｐ２２ｐ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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