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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p38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参与调节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气道上皮细胞屏障功能障碍

马婕 欧阳彬 赖箭波 管向东

【摘要】 目的 研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气道上皮细胞屏障功能改变及其 p38 丝裂素活化蛋白

激酶（p38MAPK）的调节作用。方法 原代人类气道上皮细胞在气 -液界面培养成熟后，分别与标准气道上皮细

胞培养液、1�滋g/mL 脂多糖（LPS）、1�滋g/mL�LPS�+�10�nmol/L�p38MAPK 阻断剂 SB203580 共同培养，于 3、6、24 和

48�h 收获上述 3组细胞。 测量每个时间点的细胞存活率、经气道上皮电阻（TER）、上皮大分子通透性（荧光标记

牛血清蛋白的荧光强度） 和蛋白质组学变化。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LPS 组气道上皮细胞存活率显著下降

〔24�h：（62.5±12.0）%比（85.0±15.0）%，T＝-5.681，P＝0.001；48�h：（67.5±17.0）%�比（79.0±20.0）%，T＝

-4.260，P＝0.001〕， TER（赘/cm

2

）显著降低（3�h：307±108�比 376±60，T＝-3.606，P＝0.049；48�h：290±86 比

371±43，T＝6.971，P＝0.037）；上皮细胞大分子通透性明显增高〔48�h：（122.2±22.0）%�比（100.0±18.0）%，T＝

3.182，P＝0.036〕，p38MAPK 磷酸化明显增加（相对强度：0.34±0.16 比 0.28±0.10，T＝4.303，P＝0.029）。

p38MAPK 阻断剂 SB203580 可抑制由 LPS 导致的气道上皮细胞存活率下降〔24�h：（82.5±22.0）%比（62.5±

25.0）%，T＝-6.124，P＝0.010；48�h：（79.5±28.0）%比（67.5±16.0）%，T＝-3.860，P＝0.039〕和 LPS 导致的 TER

（赘/cm

2

） 降低（48�h：411±118 比 290±97，T＝3.560，P＝0.022）； 此外，SB203580 还能明显抑制 LPS 诱导的

p38MAPK 磷酸化增加（相对强度：0.04±0.01 比 0.34±0.16，T＝3.840，P＝0.011）。 结论 ARDS 时气道上皮细

胞数量减少和屏障功能障碍，p38MAPK 可能介导 LPS 致 ARDS的上皮细胞屏障功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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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observe�airway�epithelial�barrier�dysfunction�in�acute�respiratory�distress�syndrome�

（ARDS）， and� the� possible� regulatory� role� of� p38�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p38MAPK）.�Methods The�

primary�human�trachea-bronchial�epithelial�cells�were�incubated�either�in�1�滋g/mL�lipopolysaccharide�（LPS）， 1�滋g/mL�

LPS�+�10�nmol/L�p38MAPK�inhibitor�（SB203580）， or�in�control�medium.�Cells�were�harvested�at�3， 6， 24�and�48�hours�

after� incubation.� The� cell� count， trans-epithelial� electrical� resistance� （TER）， macromolecular� permeability�

（fluorescence�staining）， and�proteomics�were�measured�at�different�time�points.�Results Compared�with�control�group，

the� amount� of� airway� epithelial� cells� in� LPS� group�was� significantly� lowered� at� 24� hours� and� 48� hours� 〔24�hours：

（62.5±12.0）%�vs.�（85.0±15.0）%， T＝-5.681，�P＝0.001； 48�hours：（67.5±17.0）%�vs.�（79.0±20.0）%， T＝-4.260，

P＝0.001〕， TER�was�also�significantly�decreased�at�3�hours�and�48�hours�（赘/cm

2

， 3�hours： 307±108�vs.�376±60，

T＝-3.606， P＝0.049； 48�hours： 290±86�vs.�371±43， T＝6.971， P＝0.037）， and�the�macromolecular�permeability�

was�shown�to�be�increased�in�LPS�group〔48�hours：（122.2±22.0）%�vs.�（100.0±18.0）%， T＝3.182， P＝0.036〕；

and�phosphorylation-p38MAPK�（p-p38MAPK） was� increased�（relative� intensity： 0.34±0.16�vs.� 0.28±0.10，�

T＝4.303， P＝0.029）.�However， SB203580�attenuated� the�damages� induced�by�LPS�both� in� the�amount�of�epithelial�

cells�〔24�hours： （82.5±22.0）%�vs.�（62.5±25.0）%， T＝-6.124， P＝0.010； 48�hours： （79.5±28.0）%�vs.�

（67.5±16.0）%， T＝-3.860， P＝0.039〕， and�TER�of�epithelial�cells��（赘/cm

2

， 48�hours： 411±118�vs.�290±97，

T＝3.560，� P ＝0.022） .� In� addition， the� down-regulation� of� expression� of� p-p38MAPK� as� induced� by� LPS� was�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by� SB203580� （relative� intensity： 0.04 ±0.01� vs.� 0.34 ±0.16， T ＝3.840， P ＝0.011）.�

Conclusion LPS� induced� airway� epithelial� barrier� dysfunction� in� ARDS， and� p38MAPK�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way�of�LPS�induced�airway�epithelial�barrier�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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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常继发于感染、休

克、创伤、肺部疾病等多种急性创伤之后，其发病率

与病死率均较高。 重症医学的发展使各类疾病的综

合救治能力不断提高， 但 ARDS一直是重症救治的

难题之一，迄今为止，病死率仍高达 40%

［

1

］

，并且呈

逐年上升趋势

［

2

］

。 根据 ARDS的病理生理机制，研究

肺泡 - 毛细血管屏障功能一直是 ARDS 的焦点，但

既往的研究更多局限在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屏障功能

的破坏方面

［

3

］

，发现 ARDS 患者肺上皮细胞屏障功

能受损可能在 ARDS 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

4

］

。 上皮细

胞是肺屏障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 上皮细胞形成紧

密的通透性屏障，使肺泡保持“相对干燥”

［

5

］

；此外还

通过调节位于其顶端的阳离子通道和水通道而发挥

持续移除肺泡腔内液体的作用， 并转移到肺泡间隙

以待淋巴系统的清除

［

6

］

。 维持上皮细胞功能能够减

轻肺微血管内皮细胞的通透性损伤

［

7

］

。 本研究进一

步观察 ARDS肺上皮细胞屏障功能变化以及发生机

制，探讨可能改善上皮细胞屏障功能的新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与仪器：气道上皮细胞（BEBM）培养基购

自美国 LONZA 公司， 脂多糖（LPS）、p38 丝裂素活

化蛋白激酶（p38MAPK）阻断剂 SB203580 和荧光标

记的牛血清蛋白共轭物 Alexafluor�647-BSA 购自美

国 Sigma 公司， 细胞裂解液和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

甘氨酸缓冲液（Tris-Glycine）购自美国 Invitrogen 公

司，BCA 蛋白试剂盒购自美国 Pierce 公司， 细胞外

信号调节激酶（ERK）抗体购自美国 Santa�Cruz 公

司，p38 抗体购自美国 Cell�Signaling 公司，自动细胞

计数仪购自美国 Invitrogen 公司，荧光分光光度计购

自日本 Hitachi 公司， 正立荧光显微镜购自日本

Olympus 公司。

1.2 细胞培养：原代人气道上皮细胞培养于气 - 液

界面

［

8-9

］

，在此环境下，气道上皮细胞分化并形成类

似人类气道的假性复层上皮， 是体外肺上皮细胞研

究的理想生理模型。 每隔 1�d 更换 1 次基底侧培养

基，经过 5～6 周，直到细胞成熟和融合，正常成熟上

皮可见纤毛形成、黏液分泌，经气道上皮电阻（TER）

测量达到 400�赘/cm

2

或以上。

1.3 细胞分组及标本收集： 取成熟的上皮细胞层，

将其分为 LPS 组、SB203580 组和对照组。 LPS 组在

基底侧加入 LPS�1.0�滋g/mL；SB203580 组在加入 LPS�

1.0�滋g/mL 前 1�h 首先在基底侧加入 10�nmol/L�的

SB203580�阻断 p38 的功能； 对照组不接受任何处

理。 细胞成熟后 3、6、24和 48�h分别收获 3 组细胞。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

1.4.1 上皮细胞存活率检测

［

10

］

：获得细胞后，先

用0.4%锥虫蓝与 10�滋L 细胞均匀混合，然后将混合

物加在载玻片上，用自动细胞计数仪计数。上皮细胞

存活率＝存活细胞数量 / 细胞总数量×100%。

1.4.2 TER的测量

［

11

］

：用上皮细胞欧姆表在室温下测

定 TER， 单层上皮细胞生长健康及正常融合时 TER

在 400�赘/cm

2

或以上，TER下降则提示单层上皮细胞

屏障功能受损

［

12-13

］

。 在每个细胞小室腔（Transwell�

chamber）分别取 3个点测 1次 TER，计算平均值。

1.4.3 上皮细胞大分子通透性测定：将 0.5�mL 荧光

标记的牛血清蛋白共轭物 Alexafluor�647-BSA

［

14

］

加

入 Transwell 小室顶端， 再加入 2�mL 磷酸盐缓冲液

（PBS）至小室基底侧，37�℃下孵育 60�min 后收集基

底侧液体，测量荧光强度；同时弃去顶端 Alexafluor�

647-BSA，并用 PBS冲洗 1次，再加入 1�mL�3%蔗糖 /�

3%多聚甲醛的混合液体，室温孵育 20�min，固定后

用 PBS 冲洗细胞，0.1%�曲通 X-100 孵育，然后在冰

上用 0.3�mmol/L�4'，6- 二脒基 -2- 苯基吲哚（DAPI）

复染

［

15

］

；再用 PBS 冲洗 2 次，用超纯水冲洗；最后用

含 100�mmol/L�Tris（pH�8.0）的丙三醇封片并用指甲

油密封，-20�℃保存；正立荧光显微镜观察上皮细胞

层对荧光染色牛血清蛋白的漏出量（放大倍数 20

倍）。 以对照组细胞大分子通透性为基准，计算另外

两组相对大分子通透性，用荧光强度表示。

1.4.4 p38MAPK 蛋白表达检测：取 3�h 收获的细胞

并将细胞裂解，加蛋白酶抑制剂保存于 -80�℃下用

于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blotting）。按照微量

BCA 蛋白定量试剂盒说明书步骤测量蛋白质浓度。

将等量蛋白质加入 4%～20%�Tris-Glycine 缓冲液，

然后印迹到硝酸纤维膜。 分别用抗 ERK（1∶1�000）

和 p38MAPK（1∶700）抗体作为一抗孵育，辣根过氧

化物酶作为二抗孵育， 最后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条带

强度， 再以对照组蛋白表达强度为基准计算另外两

组的相对强度。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用 Excel�2007 分析比

较，所有数值以均数±标准误（x±s

x

）表示，统计学分

析均使用双尾的 Student�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细胞存活率（表 1）： LPS 刺激气道上皮细胞后

细胞存活率明显降低，LPS 组 3、24 和 48�h 细胞存

活率分别为对照组的 73.0%、75.3%、86.1%（均 P＜

0.01）；SB203580 干预后细胞存活率较 LPS 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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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接近对照组水平，SB203580 组 24�h、48�h 细胞

存活率分别为 LPS 组的 1.31、1.18 倍（均P＜0.05）。

2.2 TER（表 2）：与对照组比较，LPS 组 3�h 时 TER

明显降低（为对照组的 71.4%，P＝0.049）； 6�h 时轻

度增高（为对照组的 1.18 倍，P＞0.05）；24�h 时 TER

再次下降（为对照组的 91.8%，P＞0.05）；48�h 时则

明显下降（为对照组的 75.7%，P＝0.037）。 SB203580

组 3、 6、 24�h�TER 与 LPS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48�h时则明显升高，为 LPS组的 1.46倍

（P＝0.022）。

2.3 大分子通透性（图 1；表 3）：通过观察漏出的

BSA 残留量和基底侧 BSA 荧光强度评估细胞屏障

功能障碍的程度。

图 1 结果显示， 荧光显微镜观察 3�h 时 LPS 组

和对照组 BSA 漏出无明显差异；6�h 时 LPS 组可见

散在的渗漏点， 而对照组基本无变化；24�h 时 LPS

组可见聚集的渗漏点，而对照组变化不明显；48�h 时

LPS 组可见普遍渗漏点伴细胞密度降低， 而对照组

仅有少量渗漏点伴细胞密度降低。

表 3 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相比，LPS 组 24�h 时

基底侧 BSA 荧光强度出现增高趋势（P＝0.140）；

48�h时则明显增高（P＝0.036）。而 SB203580组各时

间点大分子通透性与 LPS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

图 1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对照组与脂多糖（LPS）组细胞培养成熟不同时间点人类气道上皮细胞大分子通透性 蓝色为细胞核，红色为牛

血清蛋白（BSA）残留；3�h 时对照组（a）和 LPS 组（b）BSA 漏出无明显差异；6�h 时对照组（c）基本无变化，LPS 组（d）可见散在的渗漏点；

24�h时对照组（e）变化不明显，LPS 组（f）可见聚集的渗漏点；48�h 时对照组（g）仅有少量渗漏点伴细胞密度降低，LPS 组（h）可见普遍渗漏

点伴细胞密度降低 免疫荧光染色 低倍放大

表

1 各组人类气道上皮细胞培养成熟不同时间点

细胞存活率的比较（x±s）

注：LPS为脂多糖，SB203580为 p38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阻断剂

组别

样本

数

对照组（1） 3 89.0±10.0 75.0±15.0 85.0±15.0 79.0±20.0

LPS组（2） 3 65.0±13.0 71.0±21.0 62.5±12.0 67.5±17.0

SB203580组（3） 3 64.0±14.0 77.0±26.0 82.5±22.0 79.5±28.0

组间比较（1）∶（2）T值 4.317 -1.643 -5.681 -4.260

� P值 0.004 0.593 0.001 0.001

（2）∶（3）�T值 0.264 -1.058 -6.124 -3.860

� P值 0.140 0.092 0.010 0.039

细胞存活率（%）

3�h 6�h 24�h 48�h

表

2 各组人类气道上皮细胞培养成熟不同时间点

细胞 TER的比较（x±s）

注：TER 为经气道上皮电阻，LPS 为脂多糖，SB203580 为 p38 丝

裂素活化蛋白激酶阻断剂

组别

样本

数

对照组（1） 3 376± 60 362±84 425±78 371± 43

LPS组（2） 3 307±108 340±93 390±83 290± 86

SB203580组（3） 3 323± 88 372±77 385±69 411±118

组间比较（1）∶（2）T值 -3.606 0.063 0.557 6.971

� P值 0.049 0.072 0.058 0.037

（2）∶（3）�T值 0.420 0.450 0.570 3.560

� P值 0.012 0.430 0.042 0.022

TER（赘/cm

2

）

3�h 6�h 24�h 48�h

表

3 各组人类气道上皮细胞培养成熟不同时间点

细胞大分子通透性的比较（x±s）

注：LPS 为脂多糖，SB203580 为 p38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阻断

剂，BSA牛血清白蛋白

组别

样本

数

对照组（1） 3 100.0±19.0 100.0±24.0 100.0±20.0 100.0±18.0

LPS组（2） 3 115.0±15.0 114.6±32.0 109.0±28.0 122.2±22.0

SB203580组（3） 3 112.5±15.0 110.5±26.0 112.5±30.0 113.0±34.0

组间比较（1）∶（2）T值 2.353 2.402 1.886 3.182

P值 0.052 0.060 0.140 0.036

（2）∶（3）T值 0.765 0.788 0.741 1.648

P值 0.433 0.341 0.250 0.129

3�h 6�h 24�h 48�h

基底侧 BSA荧光强度

2b 2c 2d

2h

2e

2f 2g 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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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38MAPK 蛋白（图 2）：3�h�LPS 诱导气道上皮

细胞 p38MAPK 磷酸化增加（相对强度：0.34±0.16

比 0.28±0.10，T＝4.303，P＝0.029）；SB203580 能抑

制 LPS 诱导的 p38MAPK 磷酸化数量增加（相对强

度：0.04±0.01 比 0.34±0.16，T＝3.840，P＝0.011）。

3 讨 论

ARDS 病理上可见肺间质水肿及肺泡腔渗出，

肺泡腔渗出一方面因为肺间质压力增加， 而另一方

面则源于肺泡上皮通透性的增加

［

16

］

。本研究发现，与

LPS 共同孵化的气道上皮细胞数量明显减少，与

Kim 等

［

17

］

研究得出用 LPS 刺激肺泡上皮细胞后，细

胞存活率减少， 多数细胞处于生长停滞状态的结果

类似。Chuang�等

［

18

］

用 LPS 刺激 A549肺泡上皮细胞，

发现细胞 DNA 损伤明显，细胞凋亡增加，天冬氨酸

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9/6（caspase-9/6）表达明显

增强。由此可见，LPS 刺激能使气道上皮细胞生长停

滞以及死亡增加， 最终使气道上皮细胞数量减少，而

气道上皮细胞数量的减少必将导致气道机械屏障功

能下降

［

19

］

。

本研究对气道上皮细胞功能的观察进一步证

实：LPS 在导致上皮细胞数量下降的同时使经气道

上皮电阻减小、大分子通透性升高，提示气道上皮细

胞屏障功能严重受损； 用 LPS 刺激气道上皮细胞

后， 经气道上皮电阻在 3�h 时比对照组降低约 1/3，

对大分子的通透性也在 24�h 时发生改变，通透性明

显增加，本研究结果与文献报道相符。 Han 等

［

20

］

给

C57B1-6J 小鼠单次注射 LPS 后， 观察大分子物质

FD4 从血清漏入到肺泡间隙的量，从注射LPS�6�h 开

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与血清中FD4 比值明显升高，

12�h时升高幅度更高，但到18�h 时比值趋于正常。以

上研究结果提示：单次注射 LPS 后可引起机体短暂

的上皮细胞屏障功能障碍

［

21-24

］

。

LPS 刺激后肺上皮细胞结构与功能在数小时内

迅速改变，我们推测细胞内快速信号通路 p38MAPK

可能参与 LPS 诱导的肺上皮细胞损伤的信号转导。

p38MAPK 是细胞质内迅速传递信号的一类蛋白激

酶。 研究表明：LPS 与细胞表面 CD14、Toll 样信号受

体结合后， 激活细胞质内 MAPK 信号转导途径，将

信号转入细胞内， 激活免疫细胞产生一系列炎症介

质，介导组织、器官损害

［

25

］

。本研究显示，LPS 刺激人

气道上皮细胞使 MAPK 家族中的 p38MAPK 磷酸化

明显增强，而 p38MAPK 阻断剂 SB203580 能有效减

轻 LPS 对气道上皮细胞的损伤，增加了肺上皮细胞

的数量，并促进了细胞屏障功能的恢复。虽然本研究

中没有测定细胞培养液中炎症介质的水平， 但是根

据已发表的文献结果

［

26-28

］

，我们推测抑制 p38MAPK

通路能够有效降低 LPS 引起的炎症介质释放，从而

减轻其“瀑布样效应”、 缓解 LPS 对细胞的打击。

Asaduzzaman 等

［

29

］

采用结扎穿孔 C57BL/6 小鼠盲肠

制备脓毒症模型，发现 p38MAPK 磷酸化增加，同时

肺损伤明显， 肺间质水肿， 白细胞浸润， 趋化因子

CXC 表达增高；加用 p38MAPK 阻断剂后，肺损伤和

p38MAPK 磷酸化均被明显抑制。此外，p38MAPK 还

与脓毒症时免疫功能抑制有关。在 C3H/HeN 小鼠的

盲肠结扎穿孔术模型中同样发现， 脾脏和腹腔巨噬

细胞的 p38MAPK 数量增高， 其分泌的促炎因子如

白细胞介素 -6 和白细胞介素 -12（IL-6 和 IL-12）

浓度也升高；用特异性阻断剂 SB203580 处理后，能

显著降低巨噬细胞促炎因子的表达

［

30

］

。

综上所述，体外实验发现，LPS 刺激可使人气道

上皮细胞存活率明显降低，上皮屏障功能发生障碍，

而 p38MAPK参与了这一过程的调节；抑制 p38MAPK

的表达能够明显改善气道上皮细胞的存活率和屏障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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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反应蛋白或可用于协助诊疗肺囊性纤维化

对能够反映囊性纤维化（CF）患者疾病活动程度的相关生物学标志物进行监测，或许有助于患者的诊疗，这对于肺囊性纤维

化急性加重（CFPE）的患者更是如此。虽然针对 CFPE 的血清标志物的相关研究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但迄今尚无任何特异的标志

物在临床广泛应用。 为此， 加拿大研究人员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评价。 研究人员通过检索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PubMed）、荷兰医学文摘（Embase）和 CENTRAL 数据库，以筛选及评价从 1995 年 1月到 2012 年 8月期间用血清标志物辅助诊

疗 CFPE 的相关研究。 研究人员共检索出 78项相关研究，大部分研究的血清标志物为炎症细胞因子、急性期反应标志物和氧化

应激相关的标志物。 有 5 篇文献报告了 C- 反应蛋白（CRP）与患者的疾病活动程度相关，与稳定期水平相比，活动期患者 CRP

水平明显升高。而在涉及应用 CRP监测 CFPE 患者治疗反应的 20篇文献中，有 18篇报道了患者治疗后 CRP水平显著下降。其

他可能用于协助诊疗 CFPE 的生物标志物还包括：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抗蛋白酶复合体（NEAPC）、白细胞介素 -6（IL-6）、髓

过氧化物酶（MPO）、乳铁蛋白和钙卫蛋白等。 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目前已有一些证据表明，数种血清标志物能协助 CFPE 的

诊疗；其中 CRP 是目前研究最多、最有望用于临床的一个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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