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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大鼠多器官中Gq／ll蛋白

表达的变化及意义

张丽 雷法特·别克强塔伊夫 克拉拉·阿巴斯

【摘要】 目的探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大鼠肺、脑、心、肾、肝、小肠中Gq／ll蛋白表达及作

用。方法40只Wistar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每组8只。由大鼠尾静脉注射油酸(OA)O．2 ml／kg复

制ARDS模型，对照组从尾静脉注射等量生理盐水。模型组分别于制模后30、60、90和120 rain检测血浆和各

器官中乳酸脱氢酶(LDH)、丙二醛(MDA)、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

检测各器官中Gq／11蛋白q活性亚基Gaq／11蛋白表达。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LDH活性于30 rain后在血浆

和心呈进行性升高(血浆(kU／L)：9．69土1．66比6．27士1．70，心(kU／g)：0．81士0．12比0．59士0．093，60 min

后在肺、脑、肾、小肠呈进行性升高[肺(kU／g)：1．15士0．19比0．87士0．11，脑(kU／g)：2．27士0．37比1．53士

0．61，肾(kU／g)：1．13±0．26比0．64士0．09，小肠(kU／g)：0．72士0．10比0．60土0．13]，90 rain后在肝

(kU／g)呈进行性升高(o．50士0．14比0．39士0．05，P<0．05或P<0．01)；MDA含量子30 rain后在心

(／J￡mol／g)呈进行性升高(2．20士0．47比1．45土0．27)，60 rain后在血浆、肺、肾呈进行性升高(血浆(f|mol／L)：

3．10士0．58比2．33士0．35，肺(gmol／g)：5．56±1．30比2．05士0．52，肾(gmol／g)：1．61士0．27比

0．98士0．423，90 rain后在脑、肝、小肠呈进行性升高[脑(gmol／g)：6．78±1．38比5．83士1．58，肝(pmol／g)：

2。58士0．68比2．11士0．42，小肠(ptmol／g)：2．14士0．51比0．81土0。26，P<0．05或P<0．013；ACE活性于

60 min后在血浆和肺呈进行性降低(血浆(／xmol·min_1·L-1)：15．47士1．68比19．87士3．11，肺

(pmol·min_1·g“)：20．61士1．8l比26．26±1．93]，在肾(弘mol·rain-1·g_1)呈进行性升高(15．92士1．20

比13．67士2．26)，90 rain后在小肠(pmol·rain_1·91)呈进行性升高(4．42士0．34比3．29士0．24，均P<

0．01)；Gaq／11蛋白表达于30 min后在肺、小肠呈进行性升高[肺：(119．24士2．38)％比(100．00士18．74)％，

小肠：(138．91士23．03)％比(100．00±19．43)％]，60 min后在脑、心、肾呈进行性升商[脑：(141．85士

33．82)％比(100．00士16．81)％，心：(124．72士24．05)％比(100．OO±16．04)％，肾：(123．98士25．74)％比

(100．00士8．50)％]，90 min后在肝呈进行性升高C(134．34士19．14)％比(100．oo士13．04)％，P<0．05或P<

0．013。Gaq／11蛋白表达与各器官中LDH的变化呈正相关(r一0．584，P<O．05)。结论ARDS过程中肺、脑、

心、肾、肝、小肠中Gq／11蛋白表达有不同程度上调，引发肌醇磷脂信号转导通路活性异常，参与了各器官的

损伤发生。

【关键词1 Gq／11蛋白，信号转导；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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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dynamic alteration in Gq／1 1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e lung，

brain，heart，kidney，liver and small intestine of rats suffering from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and to explore the pathophysiological mechanism of ARDS in terms of signal transduction．

Methods Forty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leic acid(0A)groups(”=32)and controI

group(砟一8)．OA groups included four subgroups：30，60，90，120 minutes(each”一8)．An ARDS model

in rats was reproduced by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OA 0．2 ml／kg in 2 minutes，and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normal saline by the same way．Lactate dehydrogenase(LDH)，malondialdehyde(MDA)and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ACE)in the plasma and the above—mentioned organs Were measured．Gaq／ll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ese organs was examined by Western blotting．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LDH

activity in the plasma and the heart 30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OA gradually increased Cplasma(kU／L)：

9．69士1．66 vs．6．27土1．70，heart(kU／g)：0．81士0．12 vs．0．59士0．093，and in the lung，brain，kidney，

and small intestine 60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OA also gradually increased Clung(kU／g)：1．15士0．19 vs．

O．87士O．11，brain(kU／g)：2．27士0．37 vs．1．53±O．61，kidney(kU／g)：1．13士O．26 vs．0。64土O．09，

sinail intestine(kU／g)：0．72士0．10 vs．0．60士0．133，and in the liver(kU／g)90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oA gradually increased(O．50士O．14 vs．0．39士O．05，P<0．05 or P<0。01)．MDA concentration in the

heart(f_tmol／g)30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OA gradually increased(2．20士O。47 vs．1。45士0．27)，and in

the plasma，lung and kidney 60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OA gradually increased Eplasma(t【￡mol／L)：3．10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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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 VS．2．33士O．35，lung(／zmol／g)：5．56士1．30 VS．2．05士O．52，kidney(pmol／g)：1．61士0．27 VS．

0．98士0．423，and in the brain，liver and small intestine 90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OA gradually increased

(brain(／_￡mol／g)：6．78士1．38 VS．5．83士1．58，liver(gmol／g)：2．58士O．68 VS．2．11士0．42，sinail intestine

(gmol／g)：2．14土0．51 VS．0．81士0．26，P<0．05 or P<0．013．ACE activity was reduced in the plasma and

lung 60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OA(plasma(#mol·min。·L1)：15．47土1．68 VS．19．87士3．11，lung

(／1mol·min“·g_1)：20．61士1．81 va．26．26土1．93]，but in the kidney(Ftmol·min一1·g．1)it was

gradually increased(15．92土1．20 VS．13．67士2．26)，and in the small intestine(pmol·minl·g-1)

90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OA it gradually increased(4．42土0．34 VS．3．29士0．24，all P<0．01)．Gdq／11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e lung and small intestine obviously increased 30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OA 0ung：

(119．24土2．38)％VS．(100．00士18．74)％，small intestine：(138．91士23．03)0A VS．(100．00士19．43)％)，

and in the brain，heart and kidney increased 60 minutes after injection of OA(brain：(141．85士33．82)％VS．

(100．OO士16．81)％，heart：(124．72士24．05)％VS．(100．00士16．04)％，kidney：(123．98±25．74)％VS．

(100．00士8．50)％]，and in the liver increased 90 minutes aft盯injection of OA[(134．34土19．14)％vs．

(100．00士13．04)％，P<0．05 or P<0．01]．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e in Gaq／1 1 protein

expression and LDH in these organs(，．一0．584，P<O．05)was found．Conclusion Up—regulation of Gq／ll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e lung，brain，heart，kidney，liver and sinail intestine may induce abnormal activity of

phosphatidyl inositol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hus plays a role in the production of multiple organ injury

during ARDS．

[Key words]Gq／ll protein；Signal transduction；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at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多器官功能障

碍综合征(MODS)的发生是由于细胞因子网络的失

衡或紊乱，扩大或削弱了细胞内信号转导级联反应

的结果，破坏了整个机体自稳态的平衡[13。Gq／11蛋

白介导的肌醇磷脂途径是细胞内重要的信号转导通

路，参与调控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等生理功能[2]。本

实验中通过制备油酸(OA)型ARDS大鼠模型，探

讨多器官中Gq／1l蛋白的表达变化及作用机制，为

防治ARDS提供实验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动物及主要试剂：40只雄性Wistar大

鼠，体重200～250 g，由新疆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提供(动物合格证号：SYXK2003—01)。OA购于上海

清明化工厂；乳酸脱氢酶(LDH)、丙二醛(MDA)、血

管紧张素转换酶(ACE)试剂盒购于南京建成生物

工程研究所；抗Gaq／11蛋白的多克隆抗体(多抗)

购于美国Santa Cruz生物技术公司，辣根过氧化物

酶标记的二抗购于北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化

学发光剂购于美国Amersham公司。

1．2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

分为5组：OA组32只，2 min内从大鼠尾静脉注射

OA 0．2 ml／kg复制ARDS模型，再等分为术后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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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0和120 rain 4个亚组；对照组8只，从尾静脉

注射等量生理盐水。于对应观测时间点，经右侧颈总

动脉插管测定平均动脉压(MAP)，并观察大鼠的动

脉血气指标变化。不同时间点取颈动脉血，检测血浆

LDH、MDA、ACE值；然后放血处死动物，分别取

肺、脑(灰质)、心、肾、肝、小肠组织约0．7 g，--20℃

保存待用。

1．3检测指标及方法

1．3．1 血浆及各器官组织中LDH、MDA、ACE检

测：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要求检测血浆和各器官组织

中LDH(孚L酸钠比色法)、MDA(硫代巴比妥酸比色

法)及ACE(紫外比色法)水平。

1．3．2差速离心法分离组织细胞膜：在大鼠的肺、

脑(灰质)、心、肾、肝、小肠组织中加入缓冲液，制备

匀浆，4℃下离心取上清液；再离心收集富含细胞膜

蛋白的沉淀，一20℃保存。以牛血清白蛋白为标准，

用Lowry法测定细胞膜蛋白浓度。

1．3．3各器官组织中Gq／11蛋白a活性亚基的测

定：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ting)检

测，用十二烷基硫酸钠一聚炳烯酰氨凝胶电泳(SDS—

PAGE)分离细胞膜蛋白，将蛋白电转移至硝酸纤维

素膜，脱脂奶粉进行非特异封闭，磷酸盐缓冲液

(PBS)冲洗后，顺序加入抗Gaq／ll蛋白多抗、辣根

过氧化物酶标记的二抗，用图像分析系统检测所得

区带的积分吸光度(A)值。

1．4统计学处理：用SPSS 14．0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士标准差。士s)表示，经方差齐

性检验后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LSD检验，检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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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0t-一-0．05。

2结 果

2．1生命体征及血气：注射0A 10 min后大鼠出

现明显的呼吸频率加快，吸气性呼吸困难，烦躁，口

唇明显发绀。0A组MAP、动脉血氧分压(PaO：)均

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H值较对照组先升高后降低，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则较对照组先降低后

升高。说明大鼠出现了明显的ARDS，制模成功。

2．2血浆及各器官组织中LDH、MDA、ACE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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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表1～3)：OA组90 min、120 min时血浆及肺、

脑、心、肾、肝、小肠LDH活性、MDA含量均较对照

组明显升高(P<o．05或P<0．01)。与对照组相比，

OA组60、90、120 min时血浆及肺组织ACE活性

降低(均P<0．01)，而肾脏ACE活性升高(均P<

0．05)；小肠ACE活性在30 min和60 min时无明

显变化(均P>0．05)，在90 min和120 min时则明

显升高(均P<0．01)。

2．3各器官组织中Gq／ll蛋白表达的变化(表4，

表1 OA致ARDS大鼠血浆及各器官中LDH活性的变化(；士s)

注：OA：油酸，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LDH：乳酸脱氢酶；与对照组比较，。P<0．01，6P<0．05}与OA 30 min组比较，。P<0．05，

8P<0．01}与OA 60 rain组比较，eP<0．05，‘P<0．01；与OA 90 rain组比较，gP<0．01

表2 OA致ARDS大鼠血浆及各器官中MDA含量的变化(；士5)

注：OA：油酸，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MDA：丙二醛；与对照组比较，。P<0．01，。P<0．05；与OA 30 rain组比较，。P<0．05，

6P<0．01f与OA 60 min组比较，eP<0．05，‘P<0．01}与OA 90 rain组比较，gP<o．05，“P<0．01

表3 OA致ARDS大鼠血浆、肺脏、肾脏、小肠中ACE活性的变化(；土s)

注：OA：油酸，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E：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与对照组比较，8P<0．01；与OA 30 min组比较，6P<0．05，

。P<0．01}与OA 60min组比较，8P<0．05，eP<0．01；与OA 90mitt组比较，‘P<0．05，gP<0．01

表4 OA致ARSD大鼠各器官中Gaq／11蛋白表达的变化(；士s)

注：OA：油酸，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与对照组比较，。P<0．01，。P<0．05；与OA 30 min组比较，。P<0．05，“P<0．01I

与OA 60 min组比较，e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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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blotting：蛋白质免疫印迹法，OAt油酸，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圈1 Western blotting检测OA致ARDS大鼠肺(A)、脑(B)、心(C)、肾(D)、肝(E)、小肠(F)中Gaq／ll蛋白表达

图1)：用抗Gaq／ll蛋白的多抗检测大鼠肺、脑、心、

肾、肝、小肠中Gaq／ll蛋白，在相对分子质量约

42 000和43 000处呈现2条区带，上条为Gall，下

条为Gaq，与Lajat等∞1报道的结果一致。以对照组

Gaq／ll蛋白的积分A值为标准记为100％，OA组

与之相比。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注射

oA后30 min在肺脏、小肠Gaq／ll蛋白表达即出

现增高，并且随着观测时间延长呈升高趋势(P<

0．05或P<0．01)；脑、心、肾脏Gaq／ll蛋白在注射

OA 60 min后即逐渐升高(P<0．05或P<0．01)；

肝脏Gaq／ll蛋白在注射OA 90 min后出现升高

(均尸<O．01)。

相关性分析显示，Gaq／ll蛋白表达与各器官组

织中LDH的变化呈正相关(r=0．584，P<0．05)，

与MDA变化无相关性(，．=0．067，P>o．05)。

3讨论

已发现临床上ARDS高病死率可能与患者伴

发MODS有关[4]。本课题组前期的研究发现，OA

致ARDS过程中都伴有脑、心、肾等器官功能和代

谢的改变[51]。LDH是细胞受损时的敏感指标；

MDA则反映了细胞受到氧化应激时脂质过氧化程

度，从而间接反映细胞损伤的程度。本实验结果显

示：0A组大鼠90 min和120 rain时血浆、肺、脑、

心、肾、肝、小肠LDH活性及MDA含量均较对照组

明显升高，说明OA致ARDS过程中除肺脏受损

外，还伴发多器官损伤。

肺毛细血管床是合成和释放ACE的主要部

位，占血浆ACE的50％以上Is]。Fourrier等[9]认为

ACE是早期肺损伤的特异性指标，其在ARDS时

活性降低的程度反映肺损伤的情况。本实验结果显

示，OA组血浆和肺组织ACE活性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可能与ARDS时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损害及

肺毛细血管收缩、微循环障碍导致肺血管内皮细胞

表面ACE生成和释放人血减少有关[1引。注射OA

后90 rain和120 rain时肾、小肠ACE活性升高，可

能是由于ARDS过程中低血压造成肾脏、小肠血流

灌注量锐减，肾素一血管紧张素一醛固酮系统兴奋，

ACE活性代偿性增高。

GQ／11蛋白广泛分布于各种组织和细胞，其在

不同种属不同组织间含量有较大差异。Sabri等[11]

的研究提示Gq／ll蛋白轻度激活可促使心肌细胞

的肥大，而Gq／ll蛋白过度激活可导致心肌细胞的

凋亡。熊仁平等n2]研究认为，哮喘豚鼠的肺组织

Gq／ll蛋白表达上调在哮喘发病中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对Gq／ll蛋白介导的肌醇磷脂信号转导

通路进行了许多研究，但在ARDS过程中该通路活

化状态尚不明确。本实验中采用Western blotting

对ARDS大鼠肺、脑、心、肾、肝、小肠Gq／11蛋白的

a活性亚基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ARDS大鼠肺

脏、小肠Gaq／ll蛋白表达在注射OA后30 rain即

出现增高，并且随着观察时间延长呈升高趋势，而在

脑、心、肾中的升高时间较晚，肝脏最后升高。Gq／ll

蛋白表达上调可引发肌醇磷脂信号转导通路活性异

常升高，通过作用下游信号传递分子肌醇磷脂途径

中膜受体和磷脂酶C(PLC)，进而催化磷脂酰肌

醇一4，5二磷酸(PIP2)水解生成两个第二信使，即

1，4，5一三磷酸肌醇(1P3)和甘油二酯(DAG)。IP3作

用于肌浆网IP3受体动员贮存Ca2+释放，DAG则

通过激活蛋白激酶C(PKC)，进而活化磷脂酶A：

(PLA。)，后者可作用于脂质膜启动花生四烯酸连锁

反应过程。而Ca2+与IP3可触发巨噬细胞的趋化、

分泌及吞噬。两个第二信使通过激活各自下游蛋白

激酶产生一系列炎症信号放大的“瀑布效应”。此外

Gq／11蛋白含量的升高可改变其受体(如血栓素

A。、内皮素、血管紧张素I)与效应器耦联效率，引

起组织器官血流动力学紊乱。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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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OA组肺脏、小肠中的Gq／11蛋白表

达变化早于其他器官，这可能在于肺是ARDS时首

当其冲的靶器官；而胃肠道作为激发炎症反应的策

源地，其防御屏障作用崩溃，肠道细菌或内毒素穿过

肠壁进入血液，持续起着对炎症介质的激惹作用，促

使MODS持续发展n]。OA组器官中的Gaq／ll蛋

白与LDH的变化呈正相关，进一步表明ARDS时

Gq蛋白一肌醇磷脂信号通路活性增强参与了器官的

损伤。除该途径外是否还有其他信号转导通路在

ARDS发病机制中起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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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集成振幅脑电图可预示低温治疗心脏停搏患者的结局

·科研新闻速递·

近日，瑞典科学家为了评价在心脏停搏且经低温救治后幸存昏迷患者中应用连续集成振幅脑电图的价值，进行了如下试

验：选择在综合重症监护病房(ICU)中心脏停搏后经过低温救治的昏迷患者，在患者平静状态下，持续应用连续集成振幅脑电

图仪监测。自患者进入ICU开始监测，直至患者意识恢复、死亡或心脏停搏120 h后结束。连续集成振幅脑电图仪由原始脑电

图仪进行分析，而不依赖于患者临床状态。仪器启动记录图像、正常体温、超时转换图像与输出结果相关。在111例患者中，11

例因为技术原因被排除，5例在体温恢复前死亡而被排除，剩余95例患者。57例患者最终恢复了意识，其中49例存活了6个

月。记录开始时31例患者和正常体温时62例患者有持续的脑电图图像，这与意识的恢复密切相关(29／31，90％和54／62，

87％)。抑制一爆发图形总是短暂的，而且这些患者仍旧是昏迷，直至死亡。47例患者中出现了最初的平滑图形，但无预测价值。

癫痫持续状态脑电图很普遍(26／95，27％)，经鉴定有两种，一种由抑制一爆发发展而来，一种由连续本底发展而来，存在第二种

脑电图的2例患者恢复了意识。研究人员认为应用连续集成振幅脑电图可早期预测心脏停搏后幸存昏迷患者的预后。

刘先奇，编译自《Crit Care Med)，2010—06—18(电子版)；胡森，审校

应用胸部超声可检测急性亚临床型高原肺水肿的发生

最近，意大利科学家证明通过胸部超声检测肺影像可以判断肺血管外液体的增多情况，是一种简单、无创、并具有半定量

性质的方法。他们通过胸部超声评估登山爱好者肺阃质水肿的发病率，将18名参加尼泊尔登山活动的健康受试者作为研究对

象，平均年龄为(45士10)岁，其中男性10名。在海平面和登山中不同高度进行胸部和心脏彩超检查，对前胸部预设的28个扫

描点的肺部超声影像进行评估。通过对检测结果的分析显示，18名受试者在海拔3 440 m的高度，有15名出现肺动脉收缩压

升高；而在海拔4 790 m的高度，18名全部出现升高[肺动脉收缩压：海平面(24士5)mm Hg(1 mm Hg=0．133 kPa)，登山中

峰值(42士11)miTl Hg，P<O．013；但在这两个高度受试者左右心室功能是正常的。在基线时无肺部超声影像[第2日，海拔

1 350 m，肺血管外液体(1．1士1．3)mm3]，在登高过程中逐渐增加[第14日，海拔5 130 m，肺血管外液体(16．5士8．o)mm3}

与前相比P<o．013，在下山过程中逐渐减少[第20日，海拔1 355 m，肺血管外液体(2．9士1．7)mm3；与基线相比尸>o．05]。

肺部超声影像评分与氧饱和度呈负相关(r=一0．7，P<o．01)。研究者认为，在登山爱好者中，应用胸部超声可检查出由血氧

饱和度降低所反映的临床上隐匿的肺问质水肿。

刘先奇，编译自《Crit Care Med)，2010—06—18(电子版)；胡森，审校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