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３０‘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３年６月第２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ＭｕＩｔＯｒｇａｎＤｉｓＥｌｄｅｒｌｙ Ｊｕｎｃ

２００３

ｖ（，Ｉ ２ Ｎ。，２

·基础研究·
非诺贝特对脂多糖诱导的心肌细胞肿瘤坏死因子一位表达的影响
方红
【摘要】

目的

叶平

贺艳丽

周新

伍仕敏王琼

高月

刘永学

探讨过氧化体增殖物激活型受体“（ＰＰＡＲａ）激活剂对新生大鼠心肌细胞肿瘤坏死因子一。

（７ＦＮＦ—ａ）和ＰＰＡＲａ自身表达水平的影响。方法体外原代培养新生Ｗｉｓｔａｒ大鼠心肌细胞，给予不同浓度的非诺贝
特（ＰＰＡＲａ激活剂）刺激，并辅加脂多糖诱导ＴＮＦ—ａ表达。采用半定量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ＴＮＦ－ａ和
ＰＰＡＲａ ｍＲＮＡ的表达，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Ｉ＇ＮＦ—ａ的蛋白水平，Ｗｅｓｔｅｒｎ印迹法检测ＰＰＡＲａ蛋白表达。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非诺贝特组的ＴＮＦ—ａ ｍＲＮＡ及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且呈剂量依赖性。而相应的ＰＰＡＲａ

ｍＲ—

ＮＡ及蛋白水平则无显著变化。结论ＰＰＡＲａ激活剂可显著抑制新生大鼠心肌细胞中脂多糖诱导的ＴＮＦ－ａ表达，
ＰＰＡＲａ活化后发挥抗炎作用，但ＰＰＡＲａ本身的表达水平可能并没有改变。

【关键词】过氧化体增殖物激活型受体；肿瘤坏死因子州细胞，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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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ＡＲａ多在肝脏、心肌、结肠及肾近曲小管上皮中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ＰＰＡＲ）是一组核激素受体，

表达，主要功能是促进脂肪酸氧化。最近的研究表

与其配体结合后可启动核内靶基因的转录‘¨。

明，ＰＰＡＲａ也可能参与炎症调控，特别是影响细胞

ＰＰＡＲ在体内主要有３种亚型，即ａ，ｔ？／ａ和７型。

因子的产生幢Ｊ。肿瘤坏死因子一ｄ（ｔｕｍｏｒ

过氧化体增殖物激活型受体（ｐｅｒｏｘｉｓｏｍｅ
ｅｒａ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

ｔｏｒ－，ＴＮＦ—ａ）是一类促炎症因子，参与多种疾病的
基金项目：军队“十五”面上资助项目（０２Ｍ０１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资助项目（３０２７０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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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平）；１００８５０北京，北京放射医学研究所（王琼，高月，刘永学）

炎症病理过程，如慢性心力衰竭、动脉粥样硬化等。
大量研究表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ＴＮＦ．ａ水平明
显增高【３ｊ，且ＴＮＦ－ａ对心肌细胞存在负性肌力作
用。ＴＮＦ—ａ的改变在进一步认识慢性心力衰竭的

作者简介：方红．女，在读医学硕士

发病机制及寻求新的防治措施的研究中倍受关注。

通讯作者：叶平．电话：０１０—６６９３７９１２

本文旨在研究ＰＰＡＲａ激活剂（贝特类药物）对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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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

细胞中脂多糖诱导的ＴＮＦ—Ｑ及ＰＰＡＲａ自身表达水

养瓶，细胞接种密度为５×１０８／Ｉ。，每瓶６ｍｌ培养液，

平的影响，以期为深入认识该类药物在慢性心力衰

５％０３２，３７℃培养箱培养７０ｍｉｎ后，吸取未贴壁细

竭等疾病的抗炎作用提供实验依据。

胞，转入另一新培养瓶。继续培养２４ｈ后换液即可
获高纯度的贴壁心肌细胞。

１材料和方法

１．２．２

１．１材料

ＲＮＡ分析心肌细胞培养２４ｈ后，用不同浓

度的非诺贝特（１０，５０，１００＞ｍｏｌ／Ｌ）及溶剂对照

１．１．１动物新生Ｗｉｓｔａｒ大鼠（１～３ｄ）。由军事医

（０．１％ＤＭＳＯ）分别作用细胞２３ｈ后，继续再以脂多

学科学院动物中心提供。

糖（１０，ｕｇ／Ｌ）刺激ｌｈ。采用ＴＲＩＺＯＬ一步法提取细

１．１．２主要试剂Ｍ１９９培养基粉剂、高糖ＤＭＥＭ

胞总ＲＮＡ。严格按照ＲＴ—ＰＣＲ试剂盒操作，取３“ｇ

培养基粉剂、优质胎牛血清、优质马血清（Ｇｉｂｃｏ公

总ＲＮＡ逆转录生成２０ｔ－Ｌ产物，再各取５／，Ｌ逆转录

司）；脂多糖（Ｓｉｇｍａ公司）；非诺贝特（ｆｅｎｏｆｉｂｒａｔｅ）由

产物加入２０ｔⅡＬ的ＰＣＲ体系中，分别扩增如下期待

法国利博福尼公司惠赠；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ｒｅ—

长度的产物：ＴＮＦ—ｄ（３８０ｂｐ），ＰＰＡＲａ（５２３ｂｐ）和内参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Ｔ—

照ＧＡＰＤＨ（１９５ｂｐ）。ＰＣＲ反应条件如下：９５℃预变

ｖｅｒｓｅ

ＰＣＲ）试剂盒、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Ｌ２

０００（ＴａＫａＲａ公

性（５ｍｉｎ）后，９４℃变性（３０ｓ），４８℃退火（３０ｓ），７２℃

司）；总ＲＮＡ提取试剂ＴＲＩＺＯＬ（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

延伸（１ｍｉｎ）共３５次循环，继续７２℃延伸（５ｒａｉｎ）。

ＴＮＦ＿口ＥＬＩＳＡ试剂盒（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公司）；羊抗

取ＰＣＲ产物５ｔｚＬ以１．５％琼脂糖凝胶上电泳，

ＰＰＡＲａ多抗、羊抗Ａｃｔｉｎ多抗、ＥＣＬ检测试剂盒

Ｋｏｄａｋ凝胶成像分析系统扫描并记录电泳结果。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公司）；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马抗羊

１．２．３蛋白分析心肌细胞培养２４ｈ后，用不同浓

ＩｇＧ（Ｈ＋Ｌ）（Ｇａｃｋｓｏｎ公司）；高分子量蛋白Ｍａｒｋｅｒ

度的非诺贝特（５０，１００／ｚｍｏｌ／Ｌ）预处理１８ｈ后施以脂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 Ｂｉｏｔｅｃｈ公司）；硝酸纤维滤膜（Ｒｏｃｈｅ公

多糖（１０肛ｇ／Ｌ）刺激６ｈ，０．１％ＤＭＳＯ为阴性对照。
ＴＮＦ－ａ蛋白分析：细胞处理如上所述。吸取培

司）。
１．１．３扩增引物扩增大鼠ＰＰＡＲａ，ＴＮＦ—Ｑ及内参

养细胞上清液，离心（１ ５００×ｇ，５ｍｉｎ，４Ｃ）。收集

照ＧＡＰＤＨ的部分ｃＤＮＡ序列，分别设计其扩增引

上清，酶联免疫吸附测定（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

物如表１所示（引物由北京赛百盛公司合成）。

ｂｅｎｔ

表１

ＰＰＡＲａ，ＴＮＦ－Ｑ和ＧＡＰＤＨ的引物序列

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

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ＴＮＦ—ａ水平。
ＰＰＡＲａ蛋白分析：细胞处理如上所述。去掉培

养细胞上清液，预冷ＰＢＳ洗２遍。加入１００ｐｄ预冷
的细胞裂解液（含有ｌ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ｐＨ ８．０，ｌｍｏｌ／
Ｌ

ＮａＣｌ，１０％ＮＰ一４０，５％脱氧胆酸钠，１％叠氮钠，

１０％ＳＤＳ，０．５ｍｏｌ／Ｌ ＥＤＴＡ，２ｍｇ／Ｌ蛋白酶肽，２ｒａｇ／
Ｌ亮抑制肽，ｌｍｇ／Ｌ胃蛋白酶抑制剂Ａ，１０ｍｍｏｌ／Ｌ
ＰＭＳＦ），刮下细胞收集于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管中。离心（１３
０００×ｇ，２０ｍｉｎ，４＇１２）。上清液分装，保存于～７０℃
待测。每一加样孔上样量为１２ｔ．１，在由１０％分离胶
和５％积层胶组成的不连续ＳＤＳ聚丙烯酰胺凝胶电
１．２方法

泳（ＳＥＳＰＡＧＥ）。选用肌动蛋白作为内参照。湿转
无菌条件下，从新生

法过夜转膜后，封闭、加１：５００的羊抗ＰＲ皈ａ Ｉ抗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１～３ｄ）中取出心脏，分离心室，以磷酸

及１：２ ０００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马抗羊Ⅱ抗。

盐缓冲溶液（ＰＢＳ）冲洗并剪切成１～３ｍｍ３大小的

Ｋｏｄａｋ凝胶成像分析系统分析结果。检测后的膜再

颗粒，加适量０．１％胰蛋白酶消化数分钟。吸取上

置于封闭液ｌＯｍｉｎ后行清除缓冲液孵育３０ｍｉｎ，

清，胎牛血清终止消化。重复上述消化步骤直至组

ＴＢＳＴ洗２遍（每遍１０ｍｉｎ），于封闭液中封闭过夜

织块被完全消化。收集所有细胞悬液，离心

后，再重复上述步骤进行内参照肌动蛋白（Ｉ抗浓度

（１ ５００×ｇ，５＇１２，４ｍｉｎ），弃上清，将沉淀用心肌细胞

１：１

培养液（６７％ＤＭＥＭ，１８％Ｍ１９９，１０％马血清，５％

１．２．４统计分析本实验每组数据为３次独立重复

胎牛血清）按上述离心条件洗２遍。转至２５ｃｒｎｚ培

实验测定数值的平均值，全部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１．２．１心肌细胞原代培养［４’５１

万方数据

０００，１Ｉ抗浓度１：２ ０００）结合。

‘１３２’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３年６月第２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Ｍｕｌｔ

Ｏｒｇａｎ 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３

Ｖｏｌ

２ Ｎ。２

表示，不同组间参数比较采用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分Ｐ＞Ｏ．０５，表２）。
析，每组之间的两两比较采用Ｄｕｎｎｅｔｔ ｔ检验分析，
Ｐ＜０．０５，即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２结果
２．１非诺贝特抑制脂多糖诱导的ＴＮＦ－ａ表达表２
结果表明，心肌细胞ＴＮＦ—ａ的ｍＲＮＡ表达如图１
所示。与对照组相比，１０，５０和１００／一ｍｏｌ／Ｌ非诺贝
特组的ＴＮＦ—ｏ：ｍＲＮＡ表达水平明显下降，分别下降
了３９．３９％，５７．２５％和６５．９７％（均Ｐ＜０．０１），且呈
一定的量效关系。
图２非诺贝特对心肌细胞ＰＰＡＲａ 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
Ｍ：ＤＬ ２ ０００

ＤＮＡ标志物；１，２，３，４：ＰＰＡＲａ（５２３ｂｐ）；５，６，７，８：ＧＡＰＤＨ

（１９５ｂｐ），从左至右，非诺贝特作用浓度依次为０，１０，５０，１００，ｕｍｏｌ／Ｉ．

图１非诺贝特对心肌细胞ＴＮＦ一０ｔ 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

图３非诺贝特对ＰＰＡＲａ蛋白表达的影响

Ｍ：Ｉ）ｌ。２０００

Ａ：ＰＰＡＲａ（约５０ｋｕ）；Ｂ：内参照肌动蛋白（约４５ｋｕ）。１，２，３：非诺贝

ＤＮＡ标志物；１，２，３，４：ＴＮＦ。ａ（３８０ｂｐ）。从左至右，非诺

贝特作用浓度依次为０，１０，５０，ｌＯＯｔｔｍｏｌ／Ｌ；５，６，７，８：ＧＡＰＤＨ（１９５ｂｐ）

正常心肌细胞几乎不表达ＴＮＦ—ａ，但给予脂多

特作用浓度依次为０，５０，１００ｔａｎｏｌ／Ｌ

３讨论

糖刺激后发现其表达量可增加至８２．５６ｎｇ／Ｌ，施加
５０ｔＬｍｏｌ／Ｌ非诺贝特预处理后ＴＮＦ－ａ降至

文献报道，ＰＰＡＲａ激活剂具有抗炎作用。

４６．５２ｎｇ／Ｌ，下降了４３．６５％（Ｐ＜０．０１）。ｌＯＯｔｔｍｏｌ／Ｌ

Ｓｔａｅｌｓ等［６１发现ＰＰＡＲａ激活剂能抑制颈动脉平滑

非诺贝特组则降至１９．７４ｎｇ／Ｌ，下降了７６．０９％

肌细胞的炎症反应，体内实验显示，ＰＰＡＲ—ａ敲除鼠

（Ｐ＜０．０１，表２）。

的炎症反应时间延长。ＰＰＡＲａ激活剂可抑制大量
心肌细

细胞因子诱导的基因表达，如人内皮细胞中的血管

胞ＰＰＡＲａ ｍＲＮＡ表达如图２所示。与对照组相

粘附分子一１和人单核细胞中的组织因子＂’８１等等。

比，１０，５０和１００ｔｔｍｏｌ／Ｌ非诺贝特组的ＰＰＡＲａ

这些现象均提示，ＰＰＡＲａ激活剂很可能通过调控炎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无明显改变（均Ｐ＞０．０５，表２）。

症因子来发挥抗炎作用。Ｉ｜缶床研究也证实，ＰＰＡＲａ

２．２非诺贝特对ＰＰＡＲａ受体表达的影响

心肌细胞ＰＰＡＲａ的Ｗｅｓｔｅｒｎ印迹结果如图３

激活剂的抗炎作用，采用非诺贝特治疗１个月可使

所示，约５０ｋｕ。与对照组相比，５０和１００肿ｏｌ／Ｌ非

ＩＩ ｂ型高脂血症患者血浆中的干扰素７和

诺贝特组的ＰＰＡＲａ蛋白表达水平无明显改变（均

ＴＮＦ—ａ水平明显下降［９］，其他一些ＰＰＡＲｏ【激活剂

表２不同浓度非诺贝特对心肌细胞ＴＮＦ，ａ 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的影响

对照组（０．１％ＤＭＳＯ）

０．９５２±０．０５６

０．７８２±０．０６２

１．０９７±０．０４１

非诺贝特（１０／ｍａｏｌ／Ｌ）

０．５７７±０．０５２—

０．７６３±０．０５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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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Ｖｏｌ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Ｊｕｎｅ

２

·１３３·

Ｎｏ ２

也可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血浆中的细胞因子水

条途径，尚需大量的研究结果来进一步揭示其复杂

平∞１。但是，有关ＰＰＡＲａ激活剂在心肌细胞中抗炎
作用及其临床意义的文献报道较少。本实验结果不

的调控过程，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的研究内容。

仅显示非诺贝特可显著抑制炎症因子ＴＮＦ—ａ的产
生，与文献报道一致，而且对心肌细胞中ＴＮＦ－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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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Ｍｅｄ，１９９０，３２３：２３６—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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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ＴＮＦ—ａ在正常心肌细胞中表达极微，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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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ｌ，２００１，１６９：４５３—４５９．

１ｅｖｅｌｓ ｏｆ

有同样的作用，尚需动物模型以及体内实验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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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心肌细胞高表达ＴＮＦ也以模拟慢性心力衰竭过
激活剂对心力衰竭的可能的影响。研究结果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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