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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早期百草枯中毒大鼠的急性肝损伤研究

郭宏兴 高珂 罗亮 邓庆文 张艳平 罗杰 刘亮明

【摘要】 目的 探讨百草枯中毒大鼠肝细胞凋亡、炎症因子表达情况及其发生机制。方法 按随机数字

表法将 40 只 Wistar 大鼠分为对照组（n＝8）与模型组（n＝32）。模型组腹腔注射 20%百草枯浓缩液 30 mg/kg；对

照组则给予等量生理盐水。制模后 0.5、1、3、7 d 分别处死 8 只大鼠，收集下腔静脉血及肝组织，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 -1茁（IL-1茁）、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琢）水平；采用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

应（RT-PCR）检测 IL-1茁、TNF-琢、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和 p53 的 mRNA 表达；采用底物显色法检测 3 d

时肝组织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caspase-3、-8、-9、-12）的活性；经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后光镜下

观察肝组织病理学改变。结果 模型组肝组织出现碎片状坏死、毛细血管扩张、炎性细胞广泛浸润等现象，且随

时间延长明显加重。模型组 0.5 d 时血清 IL-1茁、TNF-琢 水平即明显高于对照组〔IL-1茁（ng/L）：220.13±69.74 比

0.14±0.03，TNF-琢（ng/L）：102.66±26.43 比 0.16±0.02，P＜0.01 和 P＜0.05〕，分别于 3 d、1 d 时达高峰〔IL-1茁：

（423.72±153.11）ng/L，TNF-琢：（690.35±229.64）ng/L〕，随后均逐渐降低，7 d 时仍明显高于对照组〔IL-1茁：

（357.47±87.28）ng/L，TNF-琢：（12.39±5.06）ng/L，均 P＜0.05〕。模型组肝组织 IL-1茁、TNF-琢 和 iNOS 的 mRNA

表达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其峰值分别出现在 1 d、1 d、3 d 时〔IL-1茁 mRNA（灰度值）：1.569±0.057 比 0.123±

0.016，TNF-琢 mRNA（灰度值）：0.683±0.077 比 0.261±0.025，iNOS mRNA（灰度值）：3.259±0.135 比 0.002±

0.001，P＜0.05 或 P＜0.01〕。模型组早期p53mRNA表达与对照组无差异，均为低表达，染毒7 d 时 p53 mRNA 表达

显著增高（灰度值：2.959±0.086 比 0.263±0.032，P＜0.01）。模型组 3 d 时肝组织 caspase 活性（pmol/mg）显著高

于对照组（caspase-3：857.25±309.26 比 169.73±48.21，caspase-8：199.18±61.41 比 32.26±11.09，caspase-9：

321.62±80.73 比 90.38±29.76，caspase-12：413.13±89.77 比 26.73±9.86，均 P＜0.01）。结论 百草枯中毒可

导致大鼠发生急性肝损伤，caspase-3、-8、-9、-12 活性显著增强；肝损伤的发生与 TNF-琢、iNOS 和 p53 基因早

期高表达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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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observe hepatocellular apoptosis and inflammatory cytokines expression and their
mechanisms after paraquat poisoning in rat. Methods Forty Wistar ra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8）and
model group （n＝32）by random number table. Rats in model group were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with 30 mg/kg 20%
paraquat concentrate，while those in control group were injected with normal saline. 0.5，1，3，7 days after reproduction
of the model，8 rats were sacrificed，and blood was collected from inferior vena cava and hepatic tissue was harvested.
The serum levels of interleukin-1茁（IL-1茁）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琢（TNF-琢）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mRNA expressions of IL-1茁，TNF-琢，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
and p53 were determin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Cysteine-containing
aspartate-specific proteases （caspase-3，-8，-9，-12）activity in hepatic tissue was determined on the 3rd day with
chromogenic substrate method. The liver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after hematoxylin-eosin（HE）staining.
Results In model group，hepatic tissue showed extensive necrosis with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in time dependant
manner. Serum IL-1茁 and TNF-琢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odel group half a day after reproduction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IL-1茁（ng/L）：220.13±69.74 vs. 0.14±0.03，TNF-琢（ng/L）：102.66±26.43 vs. 0.16±0.02，P＜
0.01 and P＜0.05〕，and peaked on the 3rd day and 1st day 〔IL-1茁：（423.72±153.11）ng/L，TNF-琢：（690.35±
229.64）ng/L〕. They then decreased gradually，but were sti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on the 7th
day〔IL-1茁：（357.47±87.28）ng/L，TNF-琢：（12.39±5.06）ng/L，both P＜0.05〕. The contents of IL-1茁，TNF-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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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又名克芜踪，为速效触杀型灭生性季胺

盐类除草剂，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除草剂之一，其毒

性强、中毒剂量小，中毒机制尚不明确，且无特效的

解毒药，对全身各器官均有较强的毒性，早期对肝脏

的损伤特别大。本研究分析了百草枯中毒早期动物

肝组织细胞凋亡的情况，以进一步探讨百草枯引起

肝损伤的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试剂：20%百草枯浓缩液购自山东科信生

物化学有限公司；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琢）和白细

胞介素 -1茁（IL-1茁）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试

剂盒购自美国 RapidBio 公司；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

氨酸蛋白酶（caspase-3、-8、-9、-12）活性检测试剂

盒购自美国 BioVision 公司。

1.2 实验动物分组及处理：6～8 周龄的健康雄性

Wistar 大鼠 40 只，体质量（200±10）g，购自中国科

学院上海实验动物中心，动物合格证号：SCXK（沪）

2007-0005。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对照组

（n＝8）和模型组（n＝32）。模型组大鼠腹腔注射

20%百草枯浓缩液 30 mg/kg，对照组动物仅腹腔注

射等量生理盐水。

本实验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模型组分别于制模后 0.5、1、

3 和 7 d 取血，各处死 8 只大鼠，切取肝脏放入预冷

的磷酸盐缓冲液（PBS）中，剪成小块（50～100 mg），

部分肝组织保存于液氮中以备逆转录- 聚合酶链反

应（RT-PCR）和 caspase-3、-8、-9、-12 检测；另取肝

组织置于 10%甲醛溶液中，用于镜下观察。

1.3.1 血清 IL-1茁、TNF-琢 水平测定：取下腔静脉血

3 000×g 离心 10 min，收集血清，采用 ELISA 检测。

首先用抗大鼠 IL-1茁 和 TNF-琢 单克隆抗体（单抗）

包被酶标板；加入生物素化的大鼠 IL-1茁 和 TNF-琢

二抗以及由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亲和素；最后

加入显色液显色、终止液终止反应，在波长 450 nm

处读取吸光度（A）值。IL-1茁和 TNF-琢的浓度与 A 值

成正比，根据样品的 A 值可在标准曲线上得知 IL-1茁

和 TNF-琢 的浓度。

1.3.2 肝组织 caspase 活性测定：采用底物显色法，

取模型组 3 d 时及对照组肝组织标本，经裂解液匀

浆处理后，4 ℃下 1 200×g 离心 10 min，收集上清

液。在配有 505 nm 发射滤片和 400 nm 激发滤片的

荧光机中检测 caspase-3、-8、-9、-12 的活性。

1.3.3 肝组织病理学观察：取甲醛中固定的肝组织，

经石蜡包埋、切片、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光镜下

观察。

1.3.4 RT-PCR 检测肝组织 TNF-琢、IL-1茁、诱导型一

氧化氮合酶（iNOS）、p53 的 mRNA 表达：用 TRIzol

试剂提取肝组织总 RNA，模板用 2 mg 总 RNA，合成

第一链 cDNA，采用莫洛尼鼠白血病病毒（M-MLV）

逆转录酶试剂盒进行。用 Primer Premier 5.0 软件设

计 PCR 引物，引物序列和产物长度见表 1。

IL-1茁、TNF-琢、iNOS 和内参照 茁- 肌动蛋白

（茁-actin）的反应条件：95 ℃ 6 min；94 ℃ 45 s，51 ℃

45 s，72 ℃ 1 min，38 个循环；73 ℃ 5 min。p53 和

and iNOS mRNA expressions in hepatic tissu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and the highest
values were seen on the 1st day，the 1st day，and the 3rd day〔IL-1茁 mRNA（gray value）：1.569±0.057 vs. 0.123±
0.016，TNF-琢 mRNA （gray value）：0.683±0.077 vs. 0.261±0.025，iNOS mRNA （gray value）：3.259±0.135 vs.
0.002±0.001，P＜0.05 or P＜0.01〕.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p53 mRNA expression between mode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t early stage，and both of them showed low expression，and p53 mRNA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odel group on the 7th day （gray value：2.959±0.086 vs. 0.263±0.032，P＜0.01）. In model group，caspase
activity （pmol/mg）in liver tissu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the 3rd day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caspase-3：
857.25±309.26 vs. 169.73±48.21，caspase-8：199.18±61.41 vs. 32.26±11.09，caspase-9：321.62±80.73 vs.
90.38±29.76，caspase-12：413.13±89.77 vs. 26.73±9.86，all P＜0.01）. Conclusion Paraquat can cause acute
liver injury in rats，with caspase-3，-8，-9，-12 activities markedly enhanced，and liver injury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n early high expression of TNF-琢，iNOS and p53 gene.

【

Key words

】 Paraquat poisoning； Acute liver injury； Cysteinyl aspartate specific proteinase；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flammatory cytokine

表

1 PCR 引物序列及产物长度

注：PCR 为聚合酶链反应，IL-1茁 为白细胞介素 -1茁，TNF-琢 为肿瘤

坏死因子 -琢，iNOS 为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茁-actin 为 茁- 肌动蛋白

基因 引物序列（5'－3'） 产物长度（bp）

IL-1茁 正义链 CCTTCTTTTCCTTCATCTTTG 372
反义链 ACCGCTTTTCCATCTTCTTCT

TNF-琢 正义链 CTGGGCAGCGTTTATTCT 249
反义链 TTGCTTCTTCCCTGTTCC

iNOS 正义链 ATCCCGAAACGCTACACTT 301
反义链 AATCCACAACTCGCTCCA

p53 正义链 TGGAGGATTCACAGTCGG 324
反义链 GGTGGAAGCCATAGTTGC

茁-actin 正义链 ACACTGTGCCCATCTACGAGG 621
反义链 AGGGGCCGGACTCGTCA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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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actin 的反应条件：95 ℃ 6 min；94 ℃ 45 s，

53 ℃ 45 s，72 ℃ 1min，38 个循环；73℃6min。所有

RCR 产物经 1.5%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经 Bio-Rad

Quantity-one 4.7 成像软件检测，待测基因相对表达

量以待测基因与 茁-actin 的灰度值比值表示。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1.5 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计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方差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肝组织病理学改变：对照组肝小叶结构完整，

无细胞坏死及变性。模型组 0.5 d 和 1 d 时肝组织有

充血及炎性细胞浸润，但无明显肝组织变性、坏死现

象；3 d 时肝小叶结构尚存，但出现大片的灶状坏死

及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细胞肿胀；7 d 时肝细胞大

量空泡状变性，出现点状坏死，少量炎性细胞浸润，

小叶结构紊乱。

2.2 血清 IL-1茁、TNF-琢 水平（表 2）：模型组 0.5 d

起血清 IL-1茁、TNF-琢 水平即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 或 P＜0.01）；IL-1茁 于 3 d 时达峰值，TNF-琢 于

1 d 时达峰值（均 P＜0.01），之后均逐渐下降，至 7 d

时仍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5）。

2.3 肝组织 IL-1茁、TNF-琢、iNOS、p53 的 mRNA 表

达（表 2；图 1）：百草枯能诱导大鼠肝组织 IL-1茁、

TNF-琢、iNOS 的 mRNA 表达，分别于 1 d、1 d、3 d

达峰值（P＜0.05 或 P＜0.01），随后逐渐下降，7 d 时

仍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或 P＜0.01）。肝组织

p53 mRNA 表达在百草枯中毒早期出现低表达，至

7 d 才出现高表达（P＜0.01）。提示在疾病高峰前期

iNOS 基因的高表达，引起了 p53 基因在疾病高峰期

的高水平表达。

2.4 肝组织 caspase 活性（图 2）：模型组 3 d 时肝组

织 caspase-3、-8、-9、-12 活性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均 P＜0.01），提示百草枯能诱导大鼠 caspase-3、

-8、-9、-12 的活性。

3 讨 论

百草枯是有机杂环类除草剂之一，在我国广泛

使用，其口服吸收后，在体内广泛分布，对全身各个

器官均有极强毒性，由于目前尚无特效解毒药物，治

疗仍处于探索阶段，常规治疗病死率极高［1-2］。目前

研究最多的是百草枯对肺脏的损害作用［3-6］，而其早

RT-PCR 为逆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IL-1茁 为白细胞介素 -1茁，

TNF-琢 为肿瘤坏死因子 -琢，iNOS 为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茁-actin 为 茁- 肌动蛋白

图 1 RT-PCR 检测百草枯中毒大鼠肝损伤后各时间点

肝组织 IL-1茁、TNF-琢、iNOS 和 p53 的 mRNA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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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百草枯中毒大鼠肝损伤后各时间点血清 IL-1茁、TNF-琢 水平以及肝组织 IL-1茁、TNF-琢、

iNOS 和 p53 mRNA 表达的变化比较（x±s）

注：IL-1茁 为白细胞介素 -1茁，TNF-琢 为肿瘤坏死因子 -琢，iNOS 为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与对照组比较，aP＜0.01，bP＜0.05；与模型组 0.5 d

比较，cP＜0.01，dP＜0.05；与模型组 1 d 比较，eP＜0.01，fP＜0.05；与模型组 3 d 比较，gP＜0.01，hP＜0.05

组别 时间
动物数

（只）

肝组织 mRNA 相对表达量（灰度值）

IL-1茁（ng/L） TNF-琢（ng/L） IL-1茁 TNF-琢 iNOS p53

对照组 8 0.14± 0.03 0.16± 0.02 0.123±0.016 0.261±0.025 0.002±0.001 0.263±0.032
模型组 0.5 d 8 220.13± 69.74a 102.66± 26.43b 0.656±0.033b 0.322±0.034b 0.106±0.021a 0.285±0.018

1 d 8 367.61± 93.62ac 690.35±229.64ac 1.569±0.057bd 0.683±0.077bd 1.458±0.096ac 0.305±0.051
3 d 8 423.72±153.11ace 66.48± 13.16bde 0.635±0.058bdf 0.323±0.041bdf 3.259±0.135ace 0.316±0.043
7 d 8 357.47± 87.28bceg 12.39± 5.06bdeh 0.561±0.049bdfh 0.365±0.052bdfh 2.231±0.075aceg 2.959±0.086aceg

血清

注：caspase 为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与对照组比较，aP＜0.01

图 2 百草枯中毒大鼠肝损伤后 3 d 肝组织 caspase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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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肝脏的损伤不容忽视。细胞凋亡是急性肝衰竭

最为重要的肝细胞死亡形式，研究显示，约有 70%

的肝细胞凋亡发生在疾病高峰期［7-9］。本实验观察了

百草枯对肝组织损伤时凋亡基因的表达情况，以探

讨有效的治疗方法阻止急性肝损伤的发生发展。

Caspase 的活化发生在细胞凋亡的中心控制和

效应阶段，细胞凋亡结构特征的出现由 caspase 的活

化直接或间接引起 ［10-11］。本实验提示，百草枯明显

诱导了疾病高峰期（中毒后 3 d）肝组织 caspase-3、

-8、-9、-12 的活性。Caspase 可由 TNF-琢 与 Fas 结

合活化［12-15］，也可由 iNOS 和 p53 表达的下游信号分

子一氧化氮（NO）和 Bax 的信号转导活化［16-18］。

急性肝损伤的炎症反应主要由炎症介质和炎性

细胞所介导［19-21］。血清 TNF-琢 和 IL-1茁 在炎症的发

生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各种损伤因素刺激占

肝细胞总数 20%～40%肝库普弗细胞 Toll 样受体 4

（TLR4）［22］，可导致 IL-1茁、TNF-琢 等介质的早期大

量表达［23-27］。百草枯能通过多条途径诱导 TNF-琢、

IL-1茁、IL-6 等细胞因子的基因表达和蛋白质合成，

其中 TNF-琢 是最关键的细胞因子，它可以吸引中性

粒细胞进入肝细胞并产生超氧阴离子，促使库普弗

细胞发生“呼吸爆发”，释放氧自由基，加重肝脏微循

环障碍，使肝组织发生缺血缺氧性损伤 ［21，28］；同时

TNF-琢 在体内还能刺激 IL-1茁 的产生［14］。在急性肝

衰竭的发生发展中，TNF-琢 可能是始动因素，IL-1茁

则起到协同作用［19，29］。本实验动物血清及肝组织中

TNF-琢 与 IL-1茁 的含量于百草枯诱导后急速增加，

1 d 内在肝组织中表达达高峰，而血清 TNF-琢 先于

IL-1茁 达到峰值，这都与两者在炎症反应过程中的

作用相一致。

百草枯可直接和（或）通过大量分泌的 TNF-α

诱导 iNOS 的表达［30］，iNOS 可以引起细胞内细胞毒

（杀伤）分子 NO 大量合成，而毒性 NO 的释放可以

引起不同种类细胞发生凋亡和坏死。本研究发现：经

百草枯诱导后，肝组织 iNOS 基因（3 d）及 p53 基因

（7 d）出现了高表达，且 iNOS 基因的表达先于 p53

基因的表达。肿瘤抑制基因 p53 的高表达由 NO 对

核内 DNA 的损伤作用引起，该基因是机体内最重要

的凋亡诱导基因，主要通过促进 B 淋巴细胞瘤 -2

（Bcl-2）家族前凋亡蛋白 Bax 的表达来实现 ［15，31］。而

研究证实，脂多糖 /D- 半乳糖胺诱导肝细胞凋亡的

肝组织内有 Bax 的明显表达［8］。

由此可见，百草枯早期即对肝脏产生了严重的

损伤，对其导致肝损伤机制的研究可为今后选择有

效的治疗方法指明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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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新闻速递·

新喋呤可作为百草枯中毒肺损伤的诊断标志物
百草枯是一种常用的季胺盐类除草剂。肺是百草枯中毒的主要损害靶器官，氧自由基及炎症反应在其中起关键作用。新喋

呤是巨噬细胞经 γ- 干扰素或其他细胞因子刺激后合成的一种化合物。最近，土耳其学者进行了一项动物实验研究，旨在了解
新喋呤能否作为百草枯中毒肺损伤的诊断标志物。研究人员将大鼠随机分为两组，百草枯组腹腔注射百草枯 15 mg·kg-1·mL-1 制
备百草枯中毒大鼠模型，对照组腹腔注射 1 mL 生理盐水；对血液及肺组织标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百草枯组大鼠可见明显的
肺损伤及纤维化，且血清的抗氧化能力、乳酸脱氢酶及肺组织转化生长因子 -1β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01）；此外，
百草枯组大鼠血清新喋呤水平及肺组织丙二醛水平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01）。血清新喋呤水平与血清乳酸脱氢酶、肺组
织丙二醛及转换生长因子 -1β 水平相关。因此，研究人员认为，血清新喋呤水平对百草枯中毒肺损伤的诊断有参考价值。

罗红敏，编译自《Hum Exp Toxicol》，2014-05-12（电子版）

细胞色素 CYP2E1 介导了代森锰和百草枯刺激诱导的血红素氧合酶 1

与谷胱甘肽硫转移酶的表达
细胞色素 P4502E1（CYP2E1）、谷胱甘肽硫转移酶 A4-4（GSTA4-4）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在代森锰及百草枯中毒

引起机体的各器官损害中起重要作用。最近，印度学者进行了一项动物实验研究，旨在了解 CYP2E1 是否介导了代森锰和百草
枯诱导的氧化应激反应及其具体机制。研究人员将大鼠随机分为代森锰组、百草枯组、代森锰 + 百草枯组和对照组，每组再分为
3 个亚组，分别给予 CYP2E1 抑制剂二基丙烯硫化物（DAS）、iNOS 抑制剂氨基胍碳酸氢盐（AG）或对照治疗。结果发现，代森锰和
百草枯能明显增加中性粒细胞氧自由基（ROS）、脂质过氧化物（LPO）和 4- 羟基壬烯醛（4-HNE）的含量及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的活性，并降低还原型谷胱甘肽（GSH）的水平及谷胱甘肽转移酶（GST）的表达或活性；同时，代森锰和百草枯均能增加
CYP2E1、GSTA4-4、iNOS、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Nrf2）、血红素氧合酶 -1（HO-1）和亚硝酸盐的水平。DAS 能明显抑制代森锰和
百草枯引起的 ROS、LPO、4-HNE、SOD、Nrf2、HO-1、GST 和 GSH 的含量或活性升高，但不影响 iNOS、亚硝酸盐和 GSTA4-4 的
含量或活性；相反，AG 能抑制代森锰和百草枯引起的亚硝酸盐、LPO 和 iNOS 的含量或活性升高，但并不影响 ROS、GSH、SOD、
GST、Nrf2、HO-1、CYP2E1 和 GSTA4-4 的含量或活性。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CYP2E1 能通过一种不依赖于 iNOS 的信号转导
途径介导代森锰和百草枯刺激诱导的氧自由基生成，并进一步通过 Nrf2 和 4-HNE 分别调节 HO-1 和 GST 的表达。

罗红敏，编译自《Mol Cell Biochem》，2014-04-27（电子版）

早期给予肾上腺素或可提高心搏骤停患者的生存率

最近，美国学者对一项多中心队列研究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旨在评估早期给予肾上腺素能否提高无法实施电除颤的心
搏骤停患者的生存率。研究对象为来自 570 家医院的 119 978 例心搏骤停患者，其中 83 490 例患者在急诊科、重症监护病房、手
术室或其他特殊科室中发病而被排除，有 523 例患者因反复发生心搏骤停而被排除，有 85 例患者在给予肾上腺素之前就已接
受过血管加压素治疗而被排除。主要评价指标：患者院内生存率；次要评价指标：恢复自主循环，24 h 生存率以及出院时神经系
统功能恢复情况。结果显示：此次研究最终共纳入 25 095 例患者，首次接受肾上腺素治疗的中位时间为 3（1，5）min。患者首次接
受肾上腺素的时间越晚，其生存率越低（比值比：1～3 min 组为 1.0，4～6 min 组为 0.91，7～9 min 组为 0.74，9 min 以上组为
0.63）；其他评价指标的结果也类似。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对于非院内的可实施电除颤的心搏骤停患者，早期给予肾上腺素
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罗红敏，编译自《

BMJ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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