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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促红细胞生成素预防内皮细胞凋亡时对天冬氨酸
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３亚家族的影响
王志禄

熊建文

【摘要】

目的

李俨许哲通

杨一Ｊ、芳

崔丽君

王锋谈丽丽

张丽

探讨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ｒｈＥＰ０）在预防氧化低密度脂蛋白（ｏｘ—ＬＤＬ）诱导人脐静脉

内皮细胞（ＨＵＶＥＣｓ）凋亡过程中对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３（ｃａｓｐａｓｅｓ一３）亚家族的影响。方法体

外培养ＨＵＶＥＣｓ，将细胞随机分组，分别加入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抑制剂ＤＥＶｎＣＨＯ、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抑制剂ｚ—ＩＥＴＤ—ｆｍｋ、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抑制剂ｚ—ＬＥＨＤ－ｆｍｋ各２５／ｕｍｏｌ／Ｌ预孵育２４ ｈ后，再加入１００ ｍｇ／Ｌ ｏｘ—ＬＤＬ处理４８ ｈ。平行实验
中，加入６．２５、２５．００、１００．００ ｋＵ／Ｌ的ｒｈＥＰＯ预处理ＨＵＶＥＣｓ ２４ ｈ，再加入１００ ｍｇ／Ｌ ｏｘ－ＬＤＬ处理４８ ｈ。用
比色法检测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性ｆ用四甲基偶氮唑盐（ＭＴＴ）比色法检测ＨＵＶＥＣｓ活性｝用流
式细胞术检测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阳性表达率和ＨＵＶＥＣｓ凋亡率。结果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抑制剂、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抑制剂分别降低
各自对应的ｃａｓｐａｓｅ活性，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抑制剂可同时降低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性（Ｐ均＜ｏ．０５）。加入ｒｈＥＰＯ
预处理后，ｏｘ—ＬＤＬ诱导内皮细胞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性及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阳性表达率降低，且呈剂量依赖性
（Ｐ均＜Ｏ．０５），而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活性无明显变化，ＨＵＶＥＣｓ的细胞凋亡率也呈剂量依赖性降低（Ｐ均＜０．０５）。
结论ｒｈＥＰＯ可呈剂量依赖性抑制ｏｘ—ＬＤＬ诱导ＨＵＶＥＣｓ凋亡时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性，提示ｏｘ—ＬＤＬ
诱导ＨＵＶＥＣｓ凋亡信号通路涉及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而与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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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红细胞生成素（ＥＰＯ）是红系细胞增生、分化

１．４检测指标及方法

及凋亡的关键调节因子，能促进红系细胞的增殖、分

１．４．１

化，并减少凋亡。近年来有关ＥＰＯ对造血系统以外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活性的影响：用比色法检测，按试剂盒说明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抑制剂和ｒｈＥＰＯ对ＯＸ—ＬＤＬ诱导

的细胞保护作用研究较多，已发现其对缺血／再灌注

书步骤收集细胞、处理检测样品，在酶标仪激发波长

损伤时的心肌细胞和神经元均有保护作用ｎ屯］。因

４０５

此，研究ＥＰＯ对血管内皮细胞凋亡的调控具有重要

标本的活性倍增值（背景为不加生色底物的反应体

意义。一般认为细胞凋亡过程中天冬氨酸特异性半

系），以此来评估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的

胱氨酸蛋白酶（ｃａｓｐａｓｅｓ）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控制

活性。样品的活性倍增值＝（实验组Ａ值一背景

着细胞凋亡的启动与进展，而细胞凋亡为ｃａｓｐａｓｅｓ

Ａ值）／（正常对照组Ａ值一背景Ａ值）。

家族活化并水解底物的结果。但是，ｃａｓｐａｓｅｓ转导信

１．４．２

号的活化并非都是导致细胞凋亡。有研究发现，心肌

ＨＵＶＥＣｓ活性的影响：用四甲基偶氮唑盐（ＭＴＴ）

细胞内细胞色素Ｃ释放和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激活时细胞核

比色法检测，取培养好的ＨＵＶＥＣｓ，调整细胞密度至

并未受到影响，而保持相对完整，这种现象被称为

６×１０４／ｍｌ，在９６孔培养板中以每孔９０弘ｌ加入细胞

ｎｍ处测定吸光度（Ａ）值，同时按公式计算被检

ｏａｓｐａｓｅｓ抑制剂和ｒｈＥＰＯ对ｏｘ—ＬＤＬ诱导

“凋亡中断，，［引。ＥＰＯ是否对ｃａｓｐａｓｅｓ信号转导产生

悬液，每组设５个复孔。于实验终止前４ ｈ每孔加入

影响，是否能通过影响这条通路进一步干预内皮细

ＭＴＴ １０肛１，实验终止时每孔加入ＳＤＳ

胞的凋亡，其机制目前尚不清楚。因此，本实验中通

１２

过建立内皮细胞凋亡实验模型［３］，测定ＥＰｏ干预下

据公式计算细胞存活率。细胞存活率（％）＝（处理组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性和细胞凋亡率，

Ａ值一空白对照组Ａ值）／（ｏｘ—ＬＤＬ对照组Ａ值一

探讨ＥＰＯ能否通过影响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信号通路而干预

空白对照组Ａ值）×１００ ｏＡ。

内皮细胞的凋亡过程。

１．４．３

１材料与方法

将培养细胞经胰蛋白酶消化、离心、磷酸盐缓冲液

１００

ｐｌ，放置

ｈ后振荡１０ ｍｉｎ，于波长５７０ ｒｌｍ处测定Ａ值。根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阳性表达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主要实验试剂：原代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ＰＢＳ）洗涤后，加入缓冲液和ｐｏｌｙ—ｃａｓｐａｓｅ抑制剂

（ＨＵＶＥＣｓ）购自上海澳赛尔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ｚ—ＶＡＤ—ｆｍｋ，Ｃ０。培养箱中培养３０ ｍｉｎ，离心弃上清

氧化低密度脂蛋白（ｏｘ—ＬＤＬ）购自上海浙沛生物

液，用洗涤缓冲液两次重悬细胞沉淀，用流式细胞仪

科技有限公司，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ｒｈＥＰＯ）购

检测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阳性表达。

１．１

白以色列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ａｎｙ

ＴｅｃｈｎｏＧｅｎｅ

Ｌｔｄ公司。

１．４．４

内皮细胞凋亡率：用流式细胞术膜联蛋白／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性比色法测定试

碘化丙啶（Ａｎｎｅｘｉｎ Ｖ／ＰＩ）双染法检测，收集细胞按

剂盒均购自美国ＢｉｏＶｉｓｉｏｎ公司，十二烷基硫酸钠

操作规程处理，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分析。

（ＳＤＳ）购自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

１．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数据以均

１．２

ＨＵＶＥＣｓ的培养及鉴定：取原代ＨＵＶＥＣｓ，

数士标准差。士ｓ）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ｇ检

接种并调整细胞密度至２×１０５／ｍｌ，Ｃｏ：培养箱内培

验、秩和检验，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养至约８０％融合时传代。传代培养至３～６代、处于

２结果

对数生长期的细胞用于实验。根据形态学、Ⅶ因子染

２．１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抑制剂对ＯＸ—ＬＤＬ诱导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活

色和乙酰化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鉴定内皮细胞。

性的影响（表１）：ｏｘ—ＬＤＬ能诱导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和

１．３实验分组：将内皮细胞随机分组处理，正常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性（尸均＜０．０５），但不对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活

对照组（细胞悬液），ＯＸ—ＬＤＬ对照组（细胞悬液＋

性产生影响（Ｐ＞０．０５），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抑制剂能抑制

终浓度ｉ００ ｍｇ／Ｌ ｏｘ—ＬＤＬ处理４８ ｈ），低、中、高

ＯＸ—ＬＤＬ诱导的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活性；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抑制剂能

浓度ｒｈＥＰＯ处理组（细胞悬液＋终浓度６．２５、

抑制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活性；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抑制剂可同时抑制

２５．００、１００．００ ｋＵ／Ｌ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和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性（Ｐ均＜Ｏ．０５）。

１００

ｒｈＥＰＯ孵育２４ ｈ＋终浓度

ｍｇ／Ｌ ｏｘ－ＬＤＬ处理４８ ｈ），ｃａｓｐａｓｅ抑制剂预处

２．２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抑制剂对ＯＸ—ＬＤＬ诱导ＨＵＶＥＣｓ活

理组（细胞悬液＋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抑制剂ＤＥＶＤ—ＣＨＯ、

性的影响（表１）：ＭＴＴ比色法检测显示，ＯＸ—ＬＤＬ诱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抑制剂ｚ—ＩＥＴＤ—ｆｍｋ或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抑制剂

导后细胞存活率显著降低，而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

ｚ－ＬＥＨＤ—ｆｍｋ ２５ ｐｍｏｌ／Ｌ预孵育２４ ｈ后，再以终浓

抑制剂可提高细胞存活率（Ｐ均＜Ｏ．０５），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

度１００ ｍｇ／Ｌ ｏｘ—ＬＤＬ诱导凋亡４８

抑制剂对细胞存活率无明显影响（Ｐ＞Ｏ．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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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抑制剂对ＯＸ—ＬＤＬ诱导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活性及ＨＵＶＥＣｓ活性作用的比较（；－４－ｓ）

注ｌ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ｏｘ－ＬＤＬ组比较，６Ｐ＜０．０５

衰２不同浓度ｒｈＥＰＯ对ＯＸ—ＬＤＬ诱导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活性、ＨＵＶＥＣｓ活性、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阳性表达率及细胞凋亡率的影响（；士ｊ）

注ｌ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４Ｐ＜ｏ．０５Ｉ与ＯＸ—ＬＤＬ组比较，“Ｐ＜０．０５，与低ｒｈＥＰＯ组比较，ｃＰ＜０．０５Ｉ与中ｒｈＥＰＯ组比较，４Ｐ＜０．０５

圈ｌ不同浓度ｒｈＥＰＯ预处理对ＨＵＶＥＣｓ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阳性表达率的影响
２．３

ｒｈＥＰＯ对ｏｘ—ＬＤＬ诱导ＨＵＶＥＣｓ凋亡时

３讨论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活性的影响（表２）：用比色法检测显示，

凋亡信号转导是一个由ｃａｓｐａｓｅｓ家族成员介

ｒｈＥＰＯ预处理后ＯＸ—ＬＤＬ诱导的细胞内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

导的蛋白酶级联反应过程，不同的启动性ｃａｓｐａｓｅｓ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性降低，呈剂量依赖性（Ｐ均＜Ｏ．０５），

介导不同的凋亡信号。效应性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激活后主要

但对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活性无影响（Ｐ均＞ｏ．０５）。

从以下几方面导致细胞凋亡：①激活凋亡特异性核

ｒｈＥＰＯ对ｏｘ—ＬＤＬ诱导ＨＵＶＥＣｓ活性的影

酸酶，水解ＤＮＡ导致细胞凋亡的发生；②降解细胞

响（表２）：随ｒｈＥＰＯ浓度增加，ＨＵＶＥＣｓ存活率显

骨架蛋白；③裂解ＤＮＡ修复的关键酶多聚ＡＤＰ核

著升高，且呈剂量依赖性（Ｐ均＜ｏ．０５）。

糖多聚酶等。普遍认为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是细胞凋亡蛋白酶

２．５流式细胞术检测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阳性表达率（表２｝

级联反应的必经之路，但除了经典的ｃａｓｐａｓｅｓ依赖

图１）：ｏｘ—ＬＤＬ组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正

性途径外，还存在ｃａｓｐａｓｅｓ非依赖性凋亡途径。

２．４

常对照组（Ｐ＜Ｏ．０５）。低、中、高浓度ｒｈＥＰＯ预处理

本实验结果显示，ＯＸ—ＬＤＬ可上调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组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阳性表达率均显著低予ＯＸ—ＬＤＬ组，且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性，但对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无影响。如果加入

呈剂量依赖性（Ｐ均＜０．０５）。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抑制剂则可抑制相应的ｃａｓｐａｓｅｓ活性，

２．６流式细胞术检测ｒｈＥＰＯ对ＨＵＶＥＣｓ凋亡率

且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抑制剂还可同时抑制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活性。

的影响（表２）：ＯＸ—ＬＤＬ组细胞凋亡率显著高于正常

在多条凋亡信号通路中，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是ｃａｓｐａｓｅ－３、

对照组（Ｐ＜Ｏ．０５）。不同浓度ｒｈＥＰＯ预处理组随浓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的上游分子，可通过一系列级联反应激活

度升高，细胞凋亡率均显著降低，呈剂量依赖性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又是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的上

（Ｐ均＜Ｏ．０５）。

游分子。本实验中尽管抑制了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的活性，但

万方数据

·７１４·皇国丝重塑叁塾匿堂！！塑堡！！旦筮！！鲞簦！！塑堡坠！璺堡巫垒！！丛鲤！些！！堡！竺；！！！！！！！：！！！塑！：丝

是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的活性并未受到影响，证明

率Ⅲ。这些实验使用了不同的细胞及诱导剂，与本实

ＯＸ—ＬＤＬ诱导ＨＵＶＥＣｓ凋亡的信号通路是一条不涉

验结果基本相同，表明ＥＰＯ具有抗炎、抗过氧化、抗

及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的通路，同时ＯＸ—ＬＤＬ对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活

凋亡、促血管生成作用，从而发挥细胞保护作用。

性无影响也能证明这一点。ｒｈＥＰＯ预处理可抑制

综上，本研究表明，ｒｈＥＰＯ通过提高ｏｘ—ＬＤＬ

ＯＸ—ＬＤＬ诱导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性，降低细胞

诱导的ＨＵＶＥＣｓ活性来抑制ＨＵＶＥＣｓ凋亡；这一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的阳性表达率。

作用与细胞中的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性上调有

ｒｈＥＰＯ可以抑制ＯＸ—ＬＤＬ诱导的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

关，但对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活性无影响，提示ＯＸ—ＬＤＬ诱导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活化，未必一定会抑制凋亡。Ｎａｒｕｌａ等聆１

ＨＵＶＥＣｓ凋亡的信号通路不涉及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８。

认为，心力衰竭过程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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