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８年２月第７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Ｊ Ｍｕｈ Ｏｒｇａｎ

Ｄｉｓ

Ｆｅｂ ２００８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７ Ｎｏ

·５１·

１

基础研究

●

●

同型半胱氨酸对ＮＩＴ－１细胞凋亡及细胞内ＳＯＤ活性的影响
张耀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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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对克隆的胰岛ｐ细胞ＮＩＴ－１细胞株的存活率和凋亡的影响，以及对细

胞内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的影响。方法将不同浓度的Ｈｃｙ作用于ＮＩＴ－１细胞后，用ＭＴＴ的方法检测细胞生存
率；用流式细胞仪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ＰＩ双染色法和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不同浓度的Ｈｃｙ作用不同时间对ＮＩＴ－１细胞凋亡
的影响；用黄嘌呤氧化酶法和ｗＳＴ结合的方法检测Ｈｃｙ作用后的ＮＩＴ一１细胞内ＳＯＤ的活性。结果Ｈｃｙ以时间、
剂量依赖性的方式抑制ＮＩＴ－１细胞的存活率（Ｐ＜Ｏ．０１）。Ｈｃｙ可诱导ＮＩＴ－１细胞的凋亡，随作用时间的延长和Ｈｃｙ
浓度增加ＮＩＴ－１细胞的凋亡率逐渐增加，浓度为１００／－ｍｏｌ／Ｌ的Ｈｃｙ作用２４ ｈ细胞凋亡明显增加，凋亡率为７．２１％
（Ｐｄ０．０１），２５０弘ｍｏｌ／Ｌ的Ｈｃｙ作用１２ ｈ后细胞凋亡率达８．９１％（Ｐ＜０．０１）。１００ ｔｕｍｏｌ／Ｌ的Ｈｃｙ作用２４ ｈ后
ＮＩＴ－１细胞内ＳＯＤ活性较正常组细胞下降２０．２％（Ｐ＜０．０１）。结论Ｈｃｙ可抑制ＮＩＴ－１细胞的存活率，并以时间
和剂量依赖性的方式诱导细胞凋亡；这些有害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细胞内的ＳＯＤ的活性而发挥作用，为研究保护胰
岛细胞功能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同型半胱氨酸；凋亡；超氧化物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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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血管疾病的

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水平与２型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

独立危险因素，也是增加２型糖尿病死亡率的重要

的发生发展相关；Ｈｃｙ的中间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

因素。笔者前期的研究也显示，同型半胱氨酸（ｈｏ－

酸硫内酯（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 ｔｈｉｏｌａｃｔｏｎｅ，ＨｃｙＴ）可通过
细胞内反应性氧类（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ＯＳ）诱导内皮细胞凋亡Ｅｌ，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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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细胞凋亡在糖尿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已Ｅｌ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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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人们的关注，许多研究显示，胰腺的ｐ细胞长期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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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损伤，甚至会引起细胞凋亡，但有关高Ｈｃｙ对卢

２５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ｖｍｏｌ／Ｌ的Ｈｃｙ作用细胞２４ｈ；（２）时

细胞产生的可能影响的研究甚少。本研究应用一种

间梯度组：将终浓度为２５０弘ｍｏｌ／Ｌ的Ｈｃｙ分别作用

转基因来源的小鼠ｐ细胞系ＮＩＴ－１细胞，通过观察

于细胞０，６，１２，２４，４８ｈ。按试剂盒操作步骤收集细

Ｈｃｙ对细胞生长和凋亡的影响来探讨Ｈｃｙ对胰岛ｐ

胞、处理标本，加入１０弘ｌ

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和５ｐｌ

ＰＩ，轻轻

细胞的毒性作用。

混匀，避光室温反应１５ｒａｉｎ，加入３００ｐ１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立即上机检测。结果判断：凋亡细胞对所有
１材料和方法

用于细胞活性鉴定的染料如ＰＩ有抗染性，坏死细胞

主要试剂和仪器ＮＩＴ－１细胞购自美国ＡＴＣＣ

则不能。细胞膜有损伤的细胞的ＤＮＡ可被ＰＩ着

细胞库；Ｄ，Ｌ－Ｈｅｙ、ＤＭＥＭ培养基均购自Ｓｉｇｍａ公司；

染产生红色荧光，而细胞膜保持完好的细胞则不会

ＭＴＴ［溴化（４，５一二甲一２一噻唑基）２，５一二苯基四氮唑］

有红色荧光产生。因此，在细胞凋亡的早期ＰＩ不会

为Ｓｉｇｍａ公司分装；新生胎牛血清为Ｈｙｃｌｏｎｅ公司产

着染而没有红色荧光信号。在双变量流式细胞仪的

品；凋亡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提取试剂盒购自北京普利莱基

散点图上，左下象限显示活细胞，为（ＦＩＴＣ／ＰＩ。）；右

因技术有限公司；凋亡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ＦＩＴＣ／ＰＩ细胞凋亡

上象限是非活细胞，即坏死细胞，为（ＦＩＴＣ＋／ＰＩ＋）；

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宝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超氧化

而右下象限为凋亡细胞，显现（ＦＩＴＣ＋／Ｐｒ）。

物歧化酶（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试剂盒购自上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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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Ａ琼脂糖凝胶电泳

凋亡中晚期的细胞

Ｃ０２培养箱：

ＤＮＡ发生有规律的断裂，出现１８０～２００ｂｐ ＤＮＡ片

Ｈｅｒａｅｕｓ公司（上海）；ＦＡＣＳ Ｃａｌｉｂｕｒ流式细胞仪：Ｂｅｅ－

段，断裂的ＤＮＡ片段经琼脂糖凝胶电泳可表现为

ｔｏｎ－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美国）；ＵｖＰ凝胶成像系统：ＧＥＮＥ公

一种特异的、状如“楼梯”的电泳条带，正常细胞和坏

司（美国）。

死细胞则无这种梯带出现。将终浓度分别为５０，

海同仁化学研究所。Ｍｏｄｅｌ

ＢＢ５０６０

细胞培养ＮＩＴ－１细胞培养于含１０％胎牛血

１００，２５０，５００，１０００／卫ｍｏｌ／Ｌ的Ｈｃｙ作用细胞７２ｈ

清的ＤＭＥＭ培养基中，５ ０Ａ ＣＯ。、３７。Ｃ培养，取对数

后收集细胞，按试剂盒的操作步骤提取凋亡细胞

生长期的细胞用于实验。

ＤＮＡ片段，取２０ｕｌ提取物上样，以１．８％琼脂糖５０Ｖ

Ｌ ２

１．３

ＭＴＴ法检测细胞活力

消化细胞，调整细胞

电泳９０ｒａｉｎ，以自动凝胶荧光呈像系统摄像分析。
细胞内ＳＯＤ的检测

采用黄嘌呤氧化酶法和

密度为１×１０８／Ｌ，将其均匀接种于２４孔板，每孔

１．６

ｌｍｌ的细胞悬液，同时设空白组（不加细胞只加等体

ＷＳＴ法相结合的方法。将终浓度分别为５０，１００，

积的培养基）和正常对照，待细胞融合至６０％～

２５０，５００，１０００／－ｔｍｏｌ／Ｌ的Ｈｃｙ作用于细胞２４ｈ，收

７０％时，加入终浓度分别为５０，１００，２５０，５００，

集细胞，用反复冻融的方法裂解细胞，提取细胞裂解

１０００／－ｍｏｌ／Ｌ的Ｈｃｙ作用１２、２４’、４８、７２ｈ后吸弃培

物，分析细胞总蛋白含量，然后按试剂盒提供的操作

养液，ＰＢＳ洗２次，加入无血清ＤＭＥＭ和ｌＯＯｔｄ

步骤加样，在３７℃条件下孵育２０ｍｉｎ，用酶标仪测定

ＭＴＴ（５ ｇ／Ｌ），继续培养４ｈ后弃上清，ＰＢＳ洗２

４５０ｎｍ的吸光度。

次，加入５００９Ｌ ＤＭＳＯ，振荡１０ ｍｉｎ，结晶物充分溶

１．７

解。将每孔内液体对应吸至９６孔板，用酶联检测仪

ＳＰＳＳｌｌ．０软件对各组数据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测定４９０ｎｍ处的光密度值（０Ｄ）。细胞存活率（％）一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实验组ＯＤ值一空白组０Ｄ值）／对照组ＯＤ值ｘ

２结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ｚ土ｓ表示。采用

果

１００％。
１．４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采用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

２．１

ＰＩ双染色法。在细胞凋亡早期位于细胞膜内侧的

示，细胞的存活率与Ｈｅｙ呈现时间和剂量依赖性关系

磷脂酰丝氨酸（ＰＳ）迁移至细胞膜外侧。磷脂结合

（图１），低浓度的Ｈｅｙ短时间作用于ＮＩＴ－１细胞对细

蛋白Ｖ（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与ＰＳ具有高度的结合力。

胞存活率无显著影响，但随着Ｈｅｙ作用时间的延长和

Ｖ联合ＰＩ染色法检测早期细胞凋亡。将

浓度的增加，细胞的存活率逐渐降低。２５０ ｐ－ｔｏｏｌ／Ｌ的

试验分为：（１）浓度梯度组：将终浓度为０，５０，１００，

Ｈｅｙ作用４８ｈ后细胞存活率下降至７０．２２％，与正常对

Ａｎｎｅｘ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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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细胞凋亡率达８．９１％，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有

Ｈｅｙ对ＮＩＴ－１细胞凋亡的影响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作用４８ｈ后凋亡率可达

２．２

Ａｎｎｅｘｉｎ

各组细胞经

Ｖ／ＰＩ染色，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如图２

３８．２％（Ｐ＜０．０１）。

所示。Ｈｅｙ以浓度和时间依赖性的关系诱导ＮＩＴ－１

ＤＮＡ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显示，正常对照组细

细胞发生凋亡。正常对照组细胞凋亡率为３．１７％，

胞的ＤＮＡ条带位于加样孔附近，无梯形条带出现，

随着Ｈｅｙ浓度的增加细胞凋亡率也相应增加，Ｈｅｙ

而不同浓度的Ｈｅｙ作用于ＮＩＴ－１细胞７２ｈ后的细
胞ＤＮＡ电泳条带呈现为明显的梯形条带（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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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ｃｙ诱导ＮＩＴ－１细胞凋亡的ＤＮＡ琼脂糖凝胶电泳

Ｈｅｙ对细胞内ＳＯＤ活性的影响

不同浓度

的Ｈｅｙ作用于ＮＩＴ－１细胞可诱导细胞凋亡，随着细
胞凋亡率的增加，Ｈｅｙ也能以浓度依赖的关系降低
细胞内ＳＯＤ的活性。当Ｈｅｙ浓度为１００ ｔ比ｍｏｌ／Ｌ
时，细胞内ＳＯＤ的活性降低，较正常对照组相比，两

猫ｆ…ｉ矿。弼３—１ｉ４
＾ｍ翻神ｙ－Ｆ丌℃

者之间的差异即具有统计学意义（表１）。
表１不同浓度的Ｈｅｙ作用２４ ｈ后对细胞凋亡和
ＳＯＤ活性的影响

组别

飞ｎｏＰ“ｏＰ
蔫ｌ！ｐｏＩＥｒ！口詈ｍ

正常对照组
ｌｏｌｏｏ‘＿

凋亡率（％）

ＳＯＤ活性（Ｕ／ｍｇ）

３．１７４土０．８４

６．２４士０．２２

Ｈｅｙ实验组（ｕｍｏｌ／Ｌ）
．５．４０±０．９２

５．５１±０．１９

ｐｍｏｌ／Ｌ Ｈｅｙ；Ｄ：

１００

７．３９士０．７０

４．９８士１．０２’

２５０／１ｍｏｌ／Ｌ Ｈｃｙ；Ｅ：５００弘ｍｏｌ／Ｌ Ｈｃｙ；Ｆ：１０００ ｐｍｏｌ／Ｌ Ｈｅｙ

２５０

１２．９３士０．９３。

３．６７土０．３１’

５００

１８．９０士１．１８。

２．７１士０．２１。

１０００

２０．３５士１．３１。

０．２２７士０．２３’

５０

Ａ：对照组；Ｂ：５０ ｐｍｏｌ／Ｌ

图２

Ａｎｎｅｘｉｎ

Ｈｅｙ；Ｃ：１００

Ｖ／ＰＩ方法检测不同浓度Ｈｅｙ对ＮＩＴ－Ｉ细胞

凋亡的影响

作用２４ｈ当浓度达到１００ｐｍｏｌ／Ｌ时，ＮＩＴ－１细胞凋
亡率为７．２１％，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注：与对照组相比，’Ｐ＜Ｏ．０１

３讨论

意义（Ｐ＜０．０１）；当Ｈｅｙ浓度增至１０００ｌａｍｏｌ／Ｌ
时，ＮＩＴ－１细胞凋亡率可达２１．９５％（Ｐ＜０．０１）。

２型糖尿病以胰岛素抵抗和胰岛ｐ细胞功能受

将２５０ ｐｍｏｌ／Ｌ的Ｈｅｙ作用于ＮＩＴ－１细胞，随着作

损为特征‘引。几项大规模的尸检发现，空腹血糖受

用时间的延长细胞凋亡率也逐渐增加，作用１２ｈ后

损者和２型糖尿病患者口细胞数量均明显减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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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ｐ细胞数量仅为正常对照的

等在胰岛Ｂ细胞内的表达很低，因此胰岛ｐ细胞的

５０孵卜胡；且剩余的ｐ细胞分泌胰岛素功能也低于

抗氧化能力较弱，与其他组织相比，它对ＲＯＳ更加

正常细胞，因而不能维持正常的血糖水平。研究显

敏感。

示，糖尿病患者体内ｐ细胞凋亡频率明显增高，但增

笔者研究进一步检测了ＮＩＴ一１细胞内ＳＯＤ的

生、复制功能正常，说明ｐ细胞凋亡增加是其数目减

活性，结果显示低浓度的Ｈｃｙ即可降低ｐ细胞内

少的根本原因Ｅ６］。目前，胰岛细胞凋亡在糖尿病发

ＳＯＤ的活性，提示ｐ细胞抗氧化能力的降低可能参

病机制中的作用已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其具体

与了Ｈｃｙ诱导的ｐ细胞凋亡过程。在糖尿病患者

机制尚不清楚。
糖尿病患者由于胰岛素相对和绝对缺乏或作用

降低高Ｈｃｙ水平，以及抗氧化剂的应用对保护胰岛
口细胞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障碍，会影响Ｈｃｙ的分解代谢，导致高Ｈｅｙ血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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