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６０·

主垦鱼重疸璺壁匿堂！！！！堡！！旦箜！！鲞筮！！塑堡塾也曼坐璺！！！丛鲤！些！！堡坠１ ２塑！！ｙ！！：！！！堕！：！！

·综述·

脓毒症骨骼肌蛋白消耗的机制与治疗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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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介质

正常机体处于不断调节的稳态。严

的作用效应位点。有研究表明，肌肉的自

主要有３种蛋白降解途径，即溶酶体降

重感染、肿瘤、创伤、烧伤、多种慢性疾病

分泌激素ＩＧＦ—Ｉ通过其下游至少两个

解途径、钙依赖蛋白酶系统、ｕＰＰ【ｌ“。ｕＰｓ

等病理状态下这一平衡被打破，物质合

信号通路强力促进肌肉的生长和适应能

是一条高效的、时空调控的、具有选择性

成抑制和高分解代谢是其主要特点Ｉ ｘ－ｓ］。

力［８］。全身炎症引起的恶病质通过环氧

并依赖能量的蛋白质降解途径，但其功

在脓毒症表现为“自噬性”和“强制性”，

合酶一２（ＣＯＸ一２）抑制ＧＨ—ＩＧＦ—Ｉ系

能并不局限于介导蛋白质水解。ｕＰｓ由

是一种涉及功能性厌食、贫血、脂肪及胰

统［３，９３，可使骨骼肌中ＧＨ、ＩＧＦ—１分泌

泛紊、泛素相关酶、蛋白酶体和辅助酶组

岛素抵抗等非常复杂的代谢紊乱，使机

明显减少，ＩＧＦ结合蛋白一５（ＩＧＦＢＰ一５）基

成。ｕＰＰ的主要步骤为识别靶蛋白；多个

体陷入负氮平衡，导致不良预后。骨骼肌

因表达增强，多种细胞介质释放水平增

泛素分子共价结合到蛋白质底物上形成

蛋白作为人体最大氮库，约占机体细胞

高‘１“１“。

多泛素链；通过２６Ｓ蛋白酶体复合物降

总重５０％，其分解消耗对机体无疑会产

１．１．２真核细胞起始因子（ｅＩＦ）的影

解靶蛋白。在ｕＰＰ中，多聚泛素通过去

生深远的影响。现就脓毒症高分解代谢

响：众所周知，在真核细胞蛋白合成过程

泛素化酶（ＤＵＢｓ）释放游离泛素分子，可

的进展进行综述，报告如下。

中，转录起始因子是第一步而且是至关

重新利用参与ｕＰＰ【ｌ…。

１骨骼肌蛋白消耗的机制

重要的一步。脓毒症时腓肠肌中细胞因

１．２．２

机体内结构蛋白和功能蛋白分工维

子［如白细胞介素一１（ＩＬ一１）］依赖性的恒

中的作用：脓毒症是临床危重病患者的

持生命活动。成人每日约有１８％的能量

稳态ｅＩＦ４Ｇ磷酸化减少［１“，说明翻译起

主要死亡原因之一。研究发现，盲肠结扎

由结构蛋白质提供。而各种特异的生物

始损伤可能是脓毒症骨骼肌蛋白质合成

穿孔可致脓毒症大鼠模型肌组织中全蛋

活动如免疫应答、神经传递、新陈代谢等

抑制的一个机制。

白降解率增加５０％，丽肌纤维蛋白降解

１．１．３细胞因子的抑制作用：脓毒症初

增加了近４４０％，泛素结合蛋白和泛紊

期就有炎症因子激活而起到保护作用，

基因表达也随之增加Ｉ－２“。肿瘤恶病质以

后期炎症介质失控性“瀑布样”释放致全

及废用性骨骼肌蛋白消耗也与ｕＰＰ密

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ＩＬ一６家族因

切相关，表现为体重减轻与全身炎症及

子抑瘤素Ｍ通过泛素一蛋白酶体系统

１．２

（ｕＰｓ）调节细胞周期蛋白Ｄ１水平诱使

关［２１。２…，而与解耦联蛋白无关。研究发

由特殊的含氮化合物来实现。脓毒症时
糖、脂肪利用满足不了机体的高代谢状
态。早期骨骼肌的分解代谢对机体有利，
用于合成急性期蛋白。但后期大量的蛋
白持续分解供能，引起负氮平衡及一系
列并发症，导致全身炎症介质失控性“瀑
布样”释放，多器官功能受累，甚至死亡。
而这种骨骼肌消耗单纯靠补充营养素并
不能有效改善［６］，对其机制、影响因素的
阐明亟待解决。
脓毒症骨骼肌蛋白的消耗是涉及多
种细胞因子参与的病理生理过程，即骨
骼肌蛋白质合成减少和纤维蛋白降解增

ｕＰＰ在脓毒症骨骼肌蛋白降解

ｋｂ和２．４ ｋｂ的泛素ｍＲＮＡ表达有

骨骼肌细胞停滞在Ｇ１期，抑制合成并

现，酸中毒大鼠肌蛋白降解增加，泛素

诱导凋亡［１“。人体和转基因小鼠过表达

ｍＲＮＡ增加了２．５～４．０倍［２“，证实脓

ＩＬ一６能增加ＩＧＦＢＰ一３蛋白降解率【ｌ ４３；体

毒症骨骼肌酸中毒时经ｕＰＰ流失的肌

外实验中，ＩＬ一６改变了肝表达ＩＧＦ—Ｉ和

蛋白质损耗增加。

ＩＧＦＢＰ。无疑，蛋白消耗时炎症介质有推

１．２．３

波助澜的作用。

机体全身炎症、免疫反应、细胞凋亡程序

ｕＰＰ的多种调节机制：脓毒症时

１．１．４胰岛素抵抗作用：脓毒症时机体

等全面被激活［９。“２４］，大量分解代谢类

胰岛素抵抗、血糖顽固性升高¨５１“。感染

激素、促炎介质、信号转导分子释放；合

大鼠骨骼肌细胞内胰岛素受体底物一１

成类激素分泌受抑制。直接或间接诱导

（ＩＲＳ一１）含量不变，而其酪氨酸（Ｔｙｒ）磷

ｕＰＰ激活，泛素连接酶ＭＡＦｂｘ（ｍｕｓｃｌｅ

酸化降低，反映了肌蛋白消耗与胰岛素

ａｔｒｏｐｈｙ

抵抗程度密切相关，严重影响感染的有

ｆｉｎｇｅｒ一１）基因表达的上调，导致骨骼肌

效控制和机体的恢复。动物实验显示，

蛋白降解率大幅增加［２“。

胰岛素强化治疗能通过基因水平抑制细

１．２．３．１糖皮质激素：通过多种复杂调

胞内泛素一蛋白酶体途径（ｕＰＰ）的活性，

控机制引起肌肉萎缩，涉及翻译水平、

有效降低烫伤脓毒症时骨骼肌蛋白高降

ｕＰＰ等。在含泛素和泛素结合酶基因的

解‘１“。

启动子内存在糖皮质激素调节元件，糖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０３上海长征医院急救科

１．２骨骼肌蛋白降解途径——ｕＰＰ的

皮质激素可上调肌肉消耗相关转录因子

通信作者ｌ林兆奋，Ｅｍａｉｌ：ｌｉｎｚｈａｏｆｅｎ

激活

的表达及活性，包括ＣＣＡＡＴ增强子结

加。目前，认为骨骼肌平衡并不是这两个
独立过程之间的净平衡，而是由一个错
综复杂的信号网络精心统筹［７］。
１．Ｉ骨骼肌蛋白合成减少
１．１．１生长激素（ＧＨ）一胰岛素样生长
因子Ｉ型（ＩＧＦ—Ｉ）系统受抑制：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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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Ｐ：目前研究表明，机体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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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因子家族（Ｆｏｒｋｈｅａｄ Ｂｏｘ）和核辅酶

明显上调；而ｂｏＢ可明显降低ＮＦ一·ｃＢ活

因此对其临床治疗应用难以达成共识。

Ｐ３００［２“。临床和动物脓毒症研究中糖皮

性和蛋白降解率［３“。提示ｕＰＰ中ＮＦ—ＫＢ

２．２抑制促骨骼肌蛋白降解因子及途

质激素、泛紊ｍＲＮＡ表达、肌蛋白降解

对脓毒症骨骼肌蛋白分解代谢有潜在的

径：以往研究认为，用ＴＮＦ拮抗剂干预

率之间呈正相关，体外糖皮质激素培养

调控作用。

炎症和脓毒症大鼠并不能有效增加骨骼

肌管可引起泛素连接酶基因表达的上

１．２．３．４细胞蛋白质的凋亡：泛素在许

肌质量和防止骨骼肌泛素连接酶Ｅ３、

调［２６－２８］。

多层面调控细胞凋亡信号［２］，至少涉及

ＭｕＲＦｌ和ＭＡＦｂｘ基因表达增加【２“４１］。

１．２．３．２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及其同

５个机制。①蛋白酶抑制剂可以降低肿

全身感染时输入特异的ＩＬ一１受体拮抗

源因子：病理状态下的骨骼肌消耗均涉

瘤中Ｆａｓ样抑制蛋白（ＦＬＩＰ）水平，使细

剂（ＩＬ一１Ｒａ）能够减轻蛋白质分解和生长

及ＴＮＦ水平增高和ｕＰＰ活化［２６。“，脓

胞周期阻滞在一个有ＦＬＩＰ—ＴＲＡＦ２复

激素抵抗［１…，是否能通过拮抗ＩＬ一１对

毒症大鼠的骨骼肌蛋白降解与血浆

合物高度退化的阶段。②问接调节凋亡

ｅｌＦ４的抑制作用而发挥效应目前还不

ＴＮＦ—ａ浓度、游离泛素、泛素连接酶Ｅ３、

因子Ｂｃｌ一２家族成员Ｂａｘ。凋亡信号激活

确定。有研究表明，通过拮抗ＣｏＸ一２活

ＴＮＦ受体１型（ＴＮＦＲｌ）以及骨骼肌内

使单体Ｂａｘ变构，暴露其ＢＨ３结构域，

性可增加炎症大鼠腓肠肌重量，减少

ｋｂ的泛素ｍＲＮＡ和Ｃ２ ｍＲＮＡ表

ＢＡＸ移入线粒体释放凋亡线粒体因子

ＭＡＦｂｘ、ＭｕＲＦｌ、ＴＮＦ—ａ、ＩＧＦＢＰ一５的基

达呈显著正相关。ＴＮＦ—ａ作用于ｐ３８丝

细胞色素Ｃ和第二线粒体源性激活酶

因表达［３］。研究表明，消炎痛可能通过抑

裂素活化蛋白激酶（ｐ３８ＭＡＰＫ）以刺激

（ＳＭＡＣ）。（萤ｕＰＰ凋亡抑制蛋白（ＩＡＰｓ）

制ＴＮＦ和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退化途径

骨骼肌中泛素连接酶ａｔｒｏｇｉｎｌ／ＭＡＦｂｘ

连接酶Ｅ３介导ＴＮＦ相关凋亡诱导配

减少肿瘤诱导的骨骼肌消耗；糖皮质激

表达‘别；上调泛素载体蛋白（ＵｂｃＨ２／

体（ＴＲＡＩＬ）信号的调节。这些ＩＡＰｓ可以

素受体拮抗剂预处理则不能改善这些结

Ｅ２２０ｋ）增加骨骼肌中泛素结合活性，能

作为泛素连接酶直接绑定到天冬氨酸特

果［２”。有研究表明，雄激素和睾酮可部

间接或直接增强ｕＰＰ活性，参与肌蛋白

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ｃａｓｐａｓｅｓ）上使其

分拮抗糖皮质激素引起的大鼠骨骼肌萎

降解。新近研究显示，ＴＮＦ相关的细胞

下降。ＳＭＡＣ有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９的同源结构

缩降解，但具体机制仍需深入研究Ｌ４２。４“。

凋亡弱诱导因子（ＴＷＥＡＫ）是一种强力

域，可抑制ＩＡＰ绑定于ｃａｓｐａｓｅｓ。④蛋白

２．３姜黄素和生长素释放肽（ＧＨＲＰ）：

骨骼肌消耗因子，能通过抑制磷脂酰肌

酶抑制剂通过稳定ＩＫＢ／ＮＦ一如复合物

新近研究显示，姜黄素（一种抑制ｐ３８

醇激酶／丝苏氨酸蛋白激酶（Ｐ１３Ｋ／Ａｋｔ）

抑制剂和防止抗ＮＦ—ＫＢ核移位而激活

和ＮＦ一出的无毒抗炎剂）［４４］和ＧＨＲＰ

信号转导途径，激活ｕＰＰ和核转录因

细胞的凋亡。⑤人类同源Ｈｄｍ２

（一种生长素受体激动剂）［１妇分别能抑

子一出（ＮＦ—ＫＢ）系统，诱导骨骼肌萎缩，

（ＭＤＭ２）Ｅ３连接酶对ｐ５３蛋白水平和

制脂多糖（ＬＰＳ）和关节炎诱导的肌肉

ＴＷＥＡＫ的作用明显强于其结构同系物

细胞凋亡的敏感性解禁，导致ＴＲＡＩＬ

ＭｕＲＦｌ、ＭＡＦｂｘ、ＴＮＦ—ａ基因表达的增

ＴＮＦ—ａ［３…。

细胞凋亡信号的增强。

加，后者还能增加ＩＧＦ—Ｉ的血清浓度和

１．２．３．３

２脓毒症骨骼肌蛋白消耗的治疗进展

基因表达减少肌肉ＩＧＦＢＰ一５的表达。

２．４

ＮＦ—ＫＢ：泛素参与调控ＮＦ一埽

和Ｎｏｔｃｈ信号通路，影响许多细胞事件、

目前，脓毒症的高发病率和高病死

２．４半乳糖凝集一１：半乳糖凝集一１是一

细胞因子和信号通路【３。”３。ＮＦ一心通路

率引起全球高度重视，骨骼肌高代谢消

种调节骨骼肌再生肌管增长的新型因

中泛素调节至少有３个步骤：降解核转

耗尤为突出，是其不良预后的主要原因

素¨”，在体内外均能促进成肌细胞融合

录因子一ＫＢ抑制剂（ＩＫＢ），处理ＮＦ—ＫＢ的

之一。总结大量研究显示，ＩＧＦ—Ｉ、钙、

和肌肉损伤后轴突生长。而它的缺乏则

前体，并激活ＩｇＢ激酶（ＩＫＫ）。ＩＫＫ含有

肌间线蛋白、半乳糖凝集一１、姜黄素、

导致生肌细胞的溶解和肌肉再生的障

２个催化亚基（ＩＫＫａ／ＩＫＫｐ）和１个调控

ＩＬ一１０、ＩＬ一１５、肌细胞生成素等已被确

碍。目前其作用尚未完全阐明，我们设想

亚基ＮＦ－＊：Ｂ必需调制蛋白（ＮＥＭｏ）／

定为调节肌肉的积极因子，而ＴＮＦ—ａ、

它是否在脓毒症骨骼肌消耗治疗中有潜

ＩＫＫ７的ＩＫＫ，由几个ＭＡＰＫ的激酶

ＩＬ一１、ＩＬ一６、ｕＰＰ以及胰岛素抵抗已被确

在前景。

（ＭＡＰ３Ｋｓ）介导磷酸化下游底物Ｉ－ＫＢａ，

认为是肌肉消耗调节因素［８““”］。目前

２．５

从而激活ＮＦ—ＫＢ并核内移调控转录反

针对其中多个机制、多条通路、多个靶位

上皮细胞系ＣＶ一１／ｅｂｎａ上清液中作为一

应。ＮＦ一出信号的下行调控受到ＩＫＫｐ

进行的干预研究处于摸索阶段，还未找

个增强抗肿瘤反应的细胞因子而被鉴定

的单泛素化修饰，以及ＮＥＭＯ、肿瘤坏

到有确实疗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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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新闻速递·
拮抗肾上腺素能受体ｃｃ２Ａ可以抑制脓毒症患者的炎症反应
细菌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常会导致脓毒症的发生，既往研究显示脓毒症时肠道分泌交感神经递质去
甲肾上腺索（ＮＥ）增加，丽去甲肾上腺素通过与分泌于库普弗细胞表面的肾上腺素能受体ａ２Ａ使肿瘤坏死因子一ａ（ＴＮＦ—ａ）分
泌增加。ＢＲＬ一４４４０８是肾上腺索能受体ｕ２Ａ的特异性拮抗剂，可使库普弗细胞分泌ＴＮＦ—ｎ减少，从而抑制炎症反应，减轻器
官损伤。美国的科研人员以盲肠结扎穿孔术（ＣＬＰ）制作大鼠脓毒症模型，５ ｈ后分别以０．３１２ ５、０．６２５、１．２５、２．５和５．０ ｍｇ／ｋｇ
的剂量静脉滴注（静滴）ＢＲＬ一４４４０８，同时静滴生理盐水作为对照组，持续输注３０

ｍｉｎ。ＣＬＰ ２０

ｈ后取血、留取肠标本，测定血

浆ＴＮＦ—ｕ、白细胞介素一６（ＩＬ一６）、ＩＬ一１０、角质细胞趋化因子（ＫＣ）、巨噬细胞炎性蛋白２（ＭＩＰ一２）、乳酸和肝功能（丙氨酸转氨酶
（ＡＬＴ）和天冬氨酸转氨酶（ＡＳＴ））水平，以及肠组织ＴＮＦ一俚、ＩＬ－６和髓过氧化物酶（ＭＰ０）活性，同时切除坏死盲肠，比较给予
ＢＲＬ一４４４０８与否的大鼠生存率。结果显示。ＣＬＰ后２０ ｈ时，血浆中促炎因子ＴＮＦ—ｎ和ＩＬ一６、抗炎因子ＩＬ一１０、趋化因子ＫＣ和
ＭＩＰ一２、乳酸、肝功能（ＡＬＴ、ＡＳＴ）及肠组织中ＴＮＦ—ｕ、ＩＬ一６、ＭＰＯ水平均明显升高。给予ＢＲＬ一４４４０８可以显著降低血浆中炎
症因子、趋化因子、ＡＬＴ、ＡＳＴ、乳酸及肠组织中ＴＮＦ—ａ、ＩＬ一６、ＭＰＯ水平，但升高ＩＬ—ｌｏ的作用不明显。另外，切除盲肠后给予
ＢＲＬ一４４４０８可明显提高大鼠的生存率。研究人员认为，通过拮抗肾上腺素能受体ａ２Ａ调节交感神经，可能成为治疗包括脓毒
症在内的炎症性疾病的一条新途径。
扬明星，编译自《Ｊ Ｍｏｌ Ｍｅｄ》，２００９—１１—０６（电子版）；胡森，审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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