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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 Toll 样受体 4（TLR4）、髓质分化蛋白 2（MD2）、基质相互作用蛋白 1（STIM1）对细

菌内毒素（LPS）诱导血管内皮细胞钙超载损伤及炎症反应的影响。方法 DMEM 培养基培养人脐静脉内皮

细胞（HUVEC）。① 高保真反转录 -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 LPS 刺激前及刺激后 0.5、1、6、12、24 h 的

TLR4、MD2、核转录因子 -κB（NF-κB）表达。② 用 psiSTIM、psiTLR 转染细胞，激光共聚焦检测其对 LPS 刺激
HUVEC 钙内流的影响。③ psiTLR 转染 12 h 后用 LPS 刺激 6 h，免疫共沉淀法检测抗 TLR4 抗体沉淀细胞裂

解液中MD-2、STIM1、NF-κB 蛋白表达。④ 在 LPS 刺激 HUVEC 基础上，给予 NF-κB 抑制剂 PDTC 0.1 mg/L
或 1 mg/L 以及转染 psiTLR 表达载体 1 h 或 12 h，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细胞上清液肿瘤坏死因

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 -6（IL-6）水平，RT-PCR 检测 STIM1、NF-κB 的 mRNA 表达。结果 ① LPS 刺

激 HUVEC 后，上清液中 TLR4、MD2、NF-κB 的 mRNA 表达水平（2-ΔΔCt）逐渐升高，均于 6 h 达峰值，分别为
23.52±2.88、17.43±3.43、18.13±2.99；与 LPS 刺激前（分别为 7.02±2.81、5.19±3.22、8.11±1.42）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② psiSTIM 可显著抑制 LPS 诱导细胞外钙离子内流峰值（Peak［Ca2+］）显著升高
（nmol/L：62.61±14.12 比 108.13±22.33，P＜0.05）；psiTLR 也可显著抑制 LPS 诱导 Peak［Ca2+］显著升高（nmol/L：
50.78±8.05 比 109.43±20.21，P＜0.01）；而共同抑制 TLR、STIM1 表达则可使 Peak［Ca2+］进一步降低（nmol/L：
39.31±6.42 比 109.43±20.21，P＜0.01）。③ 非 LPS 处理组免疫共沉淀法能检测到抗 TLR4 抗体沉淀细胞中
MD2 蛋白表达，LPS 处理组 MD2 蛋白表达增强，psiTLR+LPS 组 MD2 蛋白表达显著减弱；而 3 组均未检测
到 STIM1、NF-κB 蛋白表达。④ 与 LPS 组比较，PDTC 1 mg/L 组 TNF-α水平显著降低（ng/L：0.60±0.24 比
1.77±0.66，P＜0.01），PDTC 0.1 mg/L 和 1 mg/L 组及 psiTLR 12 h 组 IL-6 水平显著降低（ng/L：232.10±63.54、
134.32±37.23、284.23±56.14 比 510.22±89.23，均 P＜0.05），PDTC 1 mg/L 组和 psiTLR 12 h 组 NF-κB、STIM1
的 mRNA表达水平均明显下降〔NF-κB mRNA（2-ΔΔCt）：17.22±2.35、13.24±3.54 比 30.16±2.06，STIM1 mRNA 
（2-ΔΔCt）：12.57±2.43、12.21±2.46 比 25.12±2.02，均 P＜0.05〕。结论 TLR4、MD2、NF-κB 信号及 STIM1 可
调节 LPS 刺激 HUVEC 细胞 Ca2+内流及炎性介质水平；下调 TLR4、NF-κB、STIM1 能有效抑制 LPS 诱导血管
内皮细胞钙超载损伤及炎症反应。

【关键词】 Toll 样受体 4； 核转录因子 -κB； 基质相互作用蛋白 1； 髓质分化蛋白 2； 脓毒症； 钙
超载； 血管内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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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oll-like receptor 4 (TLR4),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protein-2 
(MD2), and stromal interaction molecular 1 (STIM1) for regulating human vascular endothelial calcium overload injury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induced by bacterial endotoxin (LPS). Methods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 were cultured in Dulbecco's modification of Eagle's medium (DMEM). ① The levels of TLR4, MD2 and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were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o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before and 0.5, 
1, 6, 12, 24 hours after LPS stimulation. ② Intracellular calcium peak level was detected by confocal following probe 
fluo-3 AM loading in HUVEC cells induced with LPS and transfected by psiSTIM or psiTLR. ③ MD2, STIM1 or NF-κB  
protein level was detected by immunoprecipitation (IP) and immuno-blotting in HUVEC cells which were transfected 
by TLR4 inhibited expression (psiTLR) for 12 hours and followed by LPS stimulation for 6 hours. ④ HUVEC cell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6 groups: control group, LPS group, PDTC 0.1 mg/L group, PDTC 1 mg/L group, psiTLR 
1 h group and psiTLR 12 h group.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interleukin-6 (IL-6) were detec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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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in supernatant. The mRNA levels of STIM1 and NF-κB were detected by 
RT-PCR. Results ① The mRNA levels of TLR4, MD2, and NF-κB gradually increased after LPS induction and 
peaked at 6 hours (2-ΔΔCt: 23.52±2.88, 17.43±3.43, 18.13±2.99,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fore the stimulation with LPS (2-ΔΔCt: 7.02±2.81, 5.19±3.22, 8.11±1.42, all P < 0.05). ② Extracellular calcium 
influx in LPS group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nmol/L: 108.13±22.33 vs. 41.57±13.19,  
P < 0.01). Extracellular calcium influx in psiSTIM+LPS group (nmol/L: 62.61±14.12 vs. 108.13±22.33, P < 0.05) and 
psiTLR+LPS group (nmol/L: 50.78±8.05 vs. 109.43±20.21, P < 0.01) were both suppressed as compared with LPS 
group. While extracellular calcium peak level in psiTLR+psiSTIM+LPS group further decreased (nmol/L: 39.31±6.42 
vs. 109.43±20.21, P < 0.01). ③ MD2 protein but not STIM1 or NF-κB can be detected in anti-TLR4 precipitates in 
control (ctrl-) by immunoprecipitation. MD2 protein level increased in anti-TLR4 precipitates in LPS group (ctrl+) and 
was suppressed in TLR4 inhibiting group (psiTLR). ④ The levels of  TNF-α in PDTC 1 mg/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LPS group (ng/L: 0.60±0.24 vs. 1.77±0.66, P < 0.01). The levels of IL-6 in PDTC 0.1 mg/L, 1 mg/L 
group and psiTLR 12 h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LPS group (ng/L: 232.10±63.54, 134.32±37.23, 
284.23±56.14 vs. 510.22±89.23, all P < 0.05). Compared to LPS group, the mRNA levels of NF-κB and STIM1 
were obviously inhibited in PDTC 1 mg/L group and psiTLR 12 h group [NF-κB mRNA (2-ΔΔCt): 17.22±2.35, 
13.24±3.54 vs. 30.16±2.06; STIM1 mRNA (2-ΔΔCt): 12.57±2.43, 12.21±2.46 vs. 25.12±2.02, all P < 0.05].  
Conclusions TLR4, MD2, NF-κB signal and SOC calcium channel STIM1 mediate LPS induced-calcium influx and 
inflammatory mediators level in HUVEC cells. Extracellular calcium overload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by endotoxin 
induction can be effectively inhibited by down-regulation of TLR4, NF-κB and/or STIM1.

【Key words】 Toll-like receptor 4; Nuclear factor-κB; Stromal interaction molecular 1;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protein-2; Sepsis; Calcium overload;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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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创伤或烧伤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IRS）、革兰阴性（G-）细菌感染所致血管内皮细胞

损伤，内皮细胞作为炎症反应的重要靶细胞因钙超

载损伤而发生凋亡和坏死，内皮细胞脱落，通透性

增加，从而加重组织炎症反应；内皮细胞作为效应

细胞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和炎性介质，造成组织器官

损伤加重，加速脓毒症的形成［1-2］。在此过程中，

细菌内毒素作为炎性介质可直接导致内皮细胞损

伤，细胞钙超载，发生凋亡［3］。细菌内毒素诱导炎

症反应的经典信号为脂多糖（LPS）通过活化 Toll

样受体 4（TLR4）受体而活化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

关因子 6（TRAF6），后者通过 IκB 激酶（IKK）而活
化核转录因子 -κB（NF-κB），从而启动炎性介质的
产生和释放。但 LPS 诱导细胞钙超载的确切机制

仍未阐明。钙离子作为重要的第二信使，其产生和

流动与经典的钙通道如 L 型钙通道等有关，也与

细胞膜表面的 Na-K 泵（ATP 酶）、Na-Ca 泵等有关

联，或与细胞内磷脂酶 C信号活化有关，但 LPS 诱

导 TLR4 受体活化的与钙流动有关的细胞内下游信

号尚不清楚［4-8］。研究表明，血管内皮细胞膜表面

存在髓质分化蛋白 2（MD2）、内毒素活化 TLR4 和

MD2 复合物［9］。近来研究表明基质相互作用蛋白 1 

（STIM1）是血管内皮内质网钙离子感受器，细胞外

刺激通过 STIM1 活化细胞膜上的钙池可控性钙通

道（SOC 钙通道），引起细胞外钙离子持续内流。已

经证实 SOC 钙通道介导的钙离子内流是非兴奋性

细胞外钙离子内流的主要机制［10-11］。STIM1 被认

为是组成 SOC 钙通道机制的关键成分［12-13］。LPS

诱导细胞钙超载是否与 SOC 钙通道有关，TLR4 相

关钙信号与 SOC 钙通道机制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

以及 SOC 钙通道是否参与内毒素介导的细胞损伤

尚不清楚。本研究以 LPS 刺激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HUVEC）复制细胞损伤模型，观察细胞损伤过程中

MD2、TLR4、STIM1、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白细胞介素-6（IL-6）的表达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

联系，探讨脓毒症发展过程中，内毒素作用于细胞损

伤的钙超载机制，为临床脓毒症的防治，抑制 SIRS

发展成为脓毒症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试剂：兔抗人 STIM1 单克隆抗体（单抗）、
鼠抗人 TLR4 单抗、鼠抗人MD2 多克隆抗体、鼠抗

人 TNF-α 抗体和 NF-κB 抗体均购自美国 Santa 
Cruz 公司。TLR4 抑制表达载体（psiTLR4）、TLR4 诱

导表达载体（cDNA3.1-TLR4）、STIM1 抑制表达载体

（psiSTIM1）、STIM1 真核表达载体（pcDNA3.1-STIM1）

由本院创伤研究室构建。HUVEC 购自美国 ADCC

公司。高保真反转录 -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

测试剂盒购自美国 Biocompare 公司。四氢吡咯二硫

代氨基甲酸酯（PDTC）、钙离子浓度检测试剂钙离子

荧光探针（fluo-3 AM探针）购自美国Santa Cruz公司。 

LPS 购自 Sigma 公司。循环内皮细胞定量试剂盒

（CELLQUANT FF-CD146）购自法国BIOCYTEX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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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检测指标与方法
1.2.1 LPS诱导内皮细胞TLR4、MD2、NF-κB表达：
LPS 处理培养的HUVEC，应用高保真 RT-PCR 法于

LPS 刺激前及刺激后 0.5、1、6、12、24 h 检测细胞

TLR4、MD2、NF-κB 表达水平，实验重复 6 次。各
引物序列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反应

条件参照引物说明书进行。

1.2.2 STIM1 对 LPS 诱导内皮细胞钙流动的影响：
同步接种培养 HUVEC 于 6 孔板，分为空白对照

组、LPS 组、psiSTIM 组、psiSTIM+LPS 组，持续转染 
12 h 后，常温下给予 fluo-3 AM 探针孵育 30 min，无

钙缓冲液中加入 LPS 1 mg/L 刺激细胞，加入氯化钙 

2 μmol/L，激光共聚焦检测细胞内钙离子浓度的变
化，记录各组细胞外钙离子内流峰值（Peak ［Ca2+］）。

1.2.3 TLR4 对 LPS 诱导内皮细胞钙超载的调节：
接种 HUVEC 于 6 孔板培养 12 h 后分为空白对照

组、LPS 组、psiTLR 组、psiTLR+LPS 组、psiTLR+ 
psiSTIM+LPS 组，持续转染 1 h 后，给予 fluo-3 AM
探针常温下孵育 30 min，无钙缓冲液中加入 LPS 刺

激细胞，检测细胞内钙离子浓度的变化，记录各组

Peak ［Ca2+］。

1.2.4 TLR4 对内皮细胞 STIM1、MD2、NF-κB 蛋白
表达的影响：同步接种HUVEC于6孔板并培养12 h， 

分为 LPS 非处理组、LPS 处理组、psiTLR+LPS 组，
转染 12 h 后，给予 LPS 刺激 6 h，裂解细胞提取细胞

总蛋白 100 μg，各组均加入 TLR4 抗体 1.0 μg 于 4 ℃
摇床孵育 2 h，加蛋白 A/G 琼脂糖 20 μL 摇床过夜，
细胞裂解缓冲液洗涤 3次，沉淀物全部上样电泳，转

膜后分别检测MD2、STIM1、NF-κB 蛋白表达，实验
重复 3次。

1.2.5 NF-κB 对 LPS 诱导内皮细胞炎性介质及
STIM1 和 NF-κB mRNA 表达的影响：同步接种
HUVEC 于 6 孔板，分为空白对照组、LPS 组、PDTC 

0.1 mg/L 和 1 mg/L 组（LPS 刺激同时给予 PDTC 处

理）、psiTLR4 1 h 和 12 h 组。收集细胞上清液，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TNF-α、IL-6 水平。

裂解细胞提取细胞总 RNA，RT-PCR 法检测 STIM1、

NF-κB mRNA 表达。实验重复 6次，取均值。
1.3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1.5 软件处理数据，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并进一步进行 LSD-t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LPS 诱导内皮细胞表达 TLR4、MD2、NF-κB
（表 1）：与 LPS 刺激前比较，LPS 刺激细胞后 TLR4、

MD2、NF-κB mRNA 表达逐渐升高，均于 6 h 达高峰
（均 P＜0.05）。

表 1 LPS 刺激 HUVEC 后不同时间点 TLR4、MD2 及
NF-κB 表达变化（x±s）

时间 样本数 TLR4（2-ΔΔCt） MD2（2-ΔΔCt）NF-κB（2-ΔΔCt）
刺激前 6 7.02±2.81 5.19±3.22 8.11±1.42
刺激后 0.5 h 6 11.24±1.87 8.10±2.80 13.04±2.37
刺激后 1 h 6 21.33±2.80 a 14.90±1.38 a 16.67±3.86
刺激后 6 h 6 23.52±2.88 b 17.43±3.43 b 18.13±2.99 a

刺激后 12 h 6 18.12±4.30 12.27±2.49 14.10±3.37
刺激后 24 h 6 15.92±2.14 10.17±3.29 8.37±2.53

注：LPS 为脂多糖，HUVEC 为人脐静脉内皮细胞，TLR4 为 Toll
样受体 4，MD2 为髓质分化蛋白，NF-κB 为核转录因子 -κB；与刺
激前比较，aP＜0.05，bP＜0.01

表 2 STIM1 对 LPS 诱导 HUVEC 钙内流的影响（x±s）

组别 样本数 Peak ［Ca2+］（nmol/L）

空白对照组 6 41.57±13.19
LPS 组 6 108.13±22.33 a

psiSTIM 组 6 30.42±  9.14
psiSTIM+LPS 组 6 62.61±14.12 b

注：STIM1 为基质相互作用蛋白 1，LPS 为脂多糖，HUVEC 为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Peak ［Ca2+］为细胞外钙离子内流峰值，psiSTIM
为 STIM 抑制表达载体；与空白对照组比较，aP＜0.01；与 LPS 组比
较，bP＜0.05

表 3 TLR4 对 LPS 诱导 HUVEC 钙内流的影响（x±s）

组别 样本数 Peak ［Ca2+］（nmol/L）

空白对照组 6 42.13±  9.32
LPS 组 6 109.43±20.21 a

psiTLR 组 6 41.82±10.06
psiTLR+LPS 组 6 50.77±  8.05 b

psiTLR+psiSTIM+LPS 组 6 39.18±  6.42 b

注：TLR4 为 Toll 样受体 4，LPS 为脂多糖，HUVEC 为人脐静脉
内皮细胞，Peak ［Ca2+］为细胞外钙离子内流峰值；与空白对照组比
较，aP＜0.01；与 LPS 组比较，bP＜0.05

2.2 LPS 诱导内皮细胞钙离子浓度变化（表 2～3）：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LPS 组 Peak ［Ca2+］显著升高

（P＜0.01）；psiSTIM+LPS 组可显著逆转 LPS 诱导的
细胞外钙离子内流（P＜0.05）。
 psiTLR 组 Peak ［Ca2+］较空白对照组几乎没有

变化；psiTLR+LPS 组 Peak ［Ca2+］较 LPS 组明显降
低，而 psiTLR+psSTIM+LPS 组 Peak ［Ca2+］进一步
降低（均 P＜0.01）。

2.3 LPS 诱导 TLR4 与 MD2 蛋白的结合（图 1）：
免疫共沉淀结果显示，LPS 非处理组抗 TLR4 抗

体沉淀细胞可检测到 MD2 蛋白表达，LPS 处理抗

TLR4 抗体沉淀细胞中MD2 蛋白表达增强，而转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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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iTLR 细胞的抗 TLR4 抗体沉淀物中MD2 蛋白表

达显著减弱；各组抗体沉淀物中均未检测到 STIM1

及 NF-κB 蛋白表达。

3 讨 论

 脓毒症及其引发的脓毒性休克目前仍然是重

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患者的主要死因［14］。血管

内皮细胞受损或功能异常是脓毒症病理生理，如

SIR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多器官功能

衰竭（MOF）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之一［15］，

在这一过程中，感染引发的机体免疫反应，使免疫细

胞释放炎性介质作用于靶细胞，而血管内皮细胞是

非常重要的靶细胞。外来细菌入侵或机体条件致病

菌如肠道菌群入侵入血常常造成菌血症，而 G- 细菌

释放的内毒素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造成内皮细胞

受损包括细胞钙超载、细胞凋亡，屏障功能受损，微

血管通透性增强，细菌及炎性介质外渗组织间隙，造

成全身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瀑布”效应［2-3，16-17］。

内毒素诱导炎症反应、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及组织器

官功能障碍，可导致MODS、加速脓毒症的发生［2-3］。

因此，研究创伤后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机制，尤其是细

菌内毒素诱导的细胞钙超载机制，对创伤后脓毒症

的防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研究表明，细菌内毒素能结合MD-2 而活化细

胞内信号，在此过程中 TLR4 发挥了重要作用［18-20］。

李旭等［20］研究发现，肝素预处理可通过 TLR4 通

路明显拮抗 LPS 诱导的 IL-6 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

子（G-CSF）水平升高。本研究结果显示，LPS 可诱

导内皮细胞 TLR4 表达增强，同时能检测到另一内

毒素受体 MD2 表达也同步增强，并具有时间依赖

性，表现为 LPS 刺激 HUVEC 表达 TLR4-MD2 受体

复合物在 6 h 达峰值，从而提示一定剂量的 LPS 能

诱导其受体 TLR4-MD2 活化，表明细菌内毒素启动

炎性介质的效应是从细胞膜受体活化开始的。同

时我们观察到，LPS 诱导炎性介质产生的转录因子

NF-κB 表达也具有时间依赖性，且与 TLR4-MD2 具
有相似的变化趋势，提示细菌内毒素启动炎性介质

产生的信号途径从受体 TLR4-MD2 到 NF-κB 是瞬
间产生的，且是同步化的，这为阻断细菌内毒素炎性

介质产生途径提供了可借鉴意义。

 细胞外钙离子内流检测结果显示，LPS 刺激内

皮细胞外钙离子内流显著增强，而下调表达钙通道

蛋白 STIM1 水平能显著逆转 LPS 诱导的钙离子内

流，提示 STIM1 在细菌内毒素诱导细胞外钙离子内

流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也是阻断内毒素诱导钙超载

的靶分子。进一步实验显示，下调 TLR4 表达对生

理状态下的钙离子内流没有影响，而在 LPS 刺激下

表 4 抑制 NF-κB 和 TLR4 对炎性介质的调节（x±s）

组别 样本数 TNF-α（μg/L） IL-6（ng/L）

空白对照组 6 0.56±0.21 82.25±22.05
LPS 组 6 1.77±0.66 a 510.22±89.23 a

PDTC 0.1 mg/L 组 6 1.22±0.56 232.10±63.54 b

PDTC 1 mg/L 组 6 0.60±0.24 c 134.32±37.23 c

psiTLR 1 h 组 6 1.77±0.30 389.33±80.57
psiTLR 12 h 组 6 1.52±0.32 284.23±56.14 b

注：NF-κB 为核转录因子 -κB，TLR4 为 Toll 样受体 4，TNF-α
为肿瘤坏死因子 -α，IL-6 为白细胞介素 -6，LPS 为脂多糖；与空
白对照组比较，aP＜0.01；与 LPS 组比较，bP＜0.05，cP＜0.01

TLR4 为 Toll 样受体 4，MD2 为髓质分化蛋白 2，STIM1 为基质 
相互作用蛋白 1，NF-κB 为核转录因子 -κB，LPS 为脂多糖
图 1 免疫共沉淀分析抗 TLR4 抗体沉淀细胞裂解液中 

MD2、STIM1 及 NF-κB 的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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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TLR4-MD2 信号对细胞钙信号及炎性介质的
调节（表 4～5）：与空白对照组比较，LPS 组 TNF-α、 

IL-6 水平以及 STIM1、NF-κB 的 mRNA表达均明显
升高（均 P＜0.01）。与 LPS 组比较，PDTC 1 mg/L 组
TNF-α水平显著降低（P＜0.01），而 PDTC 0.1 mg/L 
组及 psiTLR 1 h 和 12 h 组 TNF-α 水平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P＞0.05）；PDTC 0.1 mg/L 和 1 mg/L 
组及 psiTLR 12 h 组 IL-6 水平均显著降低（均 P＜
0.05），而 psiTLR 1 h 组 IL-6 水平降低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PDTC 1 mg/L 组和 psiTLR 
12 h 组 STIM1、NF-κB 的 mRNA 表达均明显降低 
（均 P＜0.05）。

表 5 抑制 NF-κB 和 TLR4 对 LPS 诱导 HUVEC
NF-κB 和 STIM1 mRNA 表达的调节（x±s）

组别
样本
数

NF-κB mRNA
（2-ΔΔCt）

STIM1 mRNA
（2-ΔΔCt）

空白对照组 6 12.17±2.32 10.24±1.05
LPS 组 6 30.16±2.06 a 25.12±2.02 a

PDTC 0.1 mg/L 组 6 26.37±3.13 19.11±2.91
PDTC 1 mg/L 组 6 17.22±2.35 b 12.57±2.43 b

psiTLR 1 h 组 6 22.12±4.14 20.17±3.98
psiTLR 12 h 组 6 13.24±3.54 c 12.21±2.46 c

注：NF-κB 为核转录因子 -κB，TLR4 为 Toll 样受体 4，LPS 为脂
多糖，HUVEC 为人脐静脉内皮细胞，STIM1 为基质相互作用蛋白 1；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aP＜0.01；与 LPS 组比较，bP＜0.05，c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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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钙离子内流可被下调 TLR4 水平显著逆转，

提示 LPS 诱导的钙超载与细胞膜受体 TLR4 密切

相关，很可能是通过 TLR4 活化细胞内信号实现的。

共转染 TLR4 和 STIM1 的下调表达载体可使 LPS

诱导钙离子内流水平进一步被逆转，提示 STIM1 和

TLR4 很可能共同参与细菌内毒素诱导细胞钙超载

的病理生理过程。

 免疫共沉淀结果显示，正常血管内皮细胞中

TLR4 与 MD2 存在特异性的相互作用；而 LPS 刺激

血管内皮细胞能诱导增强 TLR4 与 MD2 结合，而这

种强化作用可被 TLR4 下调表达而削弱，提示内毒

素对细胞膜蛋白 TLR4 的活化作用与MD2 密切相

关，很可能通过MD2 蛋白而形成复合物，从而实现

TLR4 信号活化，并进一步活化细胞内信号，启动多

种内毒素相关信号途径。但被 TLR4 抗体沉淀的细

胞蛋白沉淀物中检测不到 STIM1 及 NF-κB 蛋白表
达，提示内毒素 -TLR4 信号的活化不是通过 TLR4

与 STIM1 或者 TLR4 与 NF-κB 之间直接的蛋白 -
蛋白相互作用实现的，很可能是通过其他信号中间

信号分子起作用。研究表明，NF-κB 是非常重要的
启动炎症反应的转录因子之一，是参与多种蛋白表

达调控、炎症反应的重要介质［21-22］。提示内毒素通

过 TLR4 信号活化 NF-κB 信号存在复杂的机制，不
是直接活化，很可能有其他信号途径或机制参与其

中，即 NF-κB 是内毒素 -TLR4 信号的重要下游信
号分子之一。

 STIM1 能通过感受内质网钙离子的变化而启动

细胞膜上的 SOC 钙通道，从而引起细胞外钙离子的

持续内流［10-11，13］。依据上述实验结果我们推测，细

菌内毒素导致血管内皮细胞钙流动异常，细胞钙超

载很可能与 TLR4 信号及 SOC 钙通道信号相关联。

细菌内毒素通过 MD2 蛋白活化 TLR4 信号，TLR4

信号通过某种机制与内质网 STIM1 蛋白相关联，从

而启动 SOC 信号参与内毒素诱导的细胞外钙离子

持续内流，细胞钙超载损伤［23-24］。本研究结果显示，

较大剂量的 NF-κB 抑制剂 PDTC 可显著逆转 LPS
对 NF-κB、STIM1 的表达水平，提示 STIM1 的表达
与 NF-κB 相关联；而抑制 TLR4 表达超过 12 h 能
下调 LPS 诱导 NF-κB、STIM1 表达，提示细菌内毒
素诱导的 STIM1 表达与 TLR4、NF-κB 信号密切相
关，STIM1 发挥功能很可能有 TLR4、NF-κB 信号参
与。但 STIM1 介导 SOC 钙通道信号参与细菌内毒

素诱导细胞钙超载的机制尚不明确，需进一步研究。

 PDTC 还可逆转 LPS 对细胞 TNF-α、IL-6 的

诱导表达，并具有时间依赖性，提示细菌内毒素对炎

性介质的诱导产生需要 NF-κB 参与，而 NF-κB 很
可能是内毒素诱导炎性介质的转录活化因子。虽然

未观察到TNF-α表达受抑，但下调TLR4表达能显

著抑制 IL-6 水平，并具有时间依赖性，提示细菌内

毒素诱导炎性介质的产生需要 TLR4 参与，而 TLR4

信号很可能是细菌内毒素诱导炎性介质的上游信号

分子之一。我们推测，LPS 可能通过作用于细胞膜

受体TLR4、MD2信号实现对细胞内NF-κB的活化，
并启动 SOC 钙通道蛋白信号及炎性介质信号。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内毒素可活化细胞 NF-κB
表达，但未观察到 TLR4 与 STIM1、NF-κB 的直接相
互作用，提示内毒素诱导细胞钙超载损伤及细胞炎

症反应具有复杂的机制。NF-κB 是否参与 TLR4 介
导的 SOC 钙信号转导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Aird WC. The role of the endothelium in severe sepsis and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J]. Blood, 2003, 101 (10): 3765-3777. 
DOI: 10.1182/blood-2002-06-1887.

  ［2］ Lee WL, Slutsky AS. Sepsis and endothelial permeability [J]. N Engl 
J Med, 2010, 363 (7): 689-691. DOI: 10.1056/NEJMcibr1007320.

  ［3］ Steendijk P. Sepsis and intracellular calcium homeostasis, a 
sparkling story [J]. Crit Care Med, 2005, 33 (3): 688-690. DOI: 
10.1097/01.CCM.0000155773.51773.44.

  ［4］ 周伟强 , 冯秀艳 , 肖纯凌 , 等 . BPIFB1 在铜绿假单胞菌引起的
炎症反应中的调节作用 [J].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 , 2013, 29 
(6): 602-605. 
Zhou WQ, Feng XY, Xiao CL, et al. Role of BPIFB1 in regulating 
inflammatory response of RAW264.7 cells infected by P.aeruginosa 
[J]. Chin J Cell Mol Immunol, 2013, 29 (6): 602-605.

  ［5］ 陈锋 , 孙继民 , 何生松 , 等 . TRAF6 shRNA 对 LPS/TLR4 信号
传导通路的体外干预作用[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1, 19 (25): 
2637-2643. 
Chen F, Sun JM, He SS, et al. ShRNA-mediated silencing of the 
TRAF6 gene inhibits LPS/ TLR4 signaling in vitro [J]. World Chin J 
Digestol, 2011, 19 (25): 2637-2643. 

  ［6］ 邵千航 , 陈乃宏 , 苑玉和 . 瓜子金皂苷己（PS-F）通过 TLr4-
PI3K/AKT-NF-κB 通路发挥抗炎作用机制的研究 [J]. 中国药理
学通报 , 2015, 31 (B11): 28. 
Shao QH, Chen NH, Yuan YH.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anti 
inflammatory effect of Polygalasaponin F (PS-F) through the TLr4-
PI3K/AKT-NF-κB pathway [J]. Chin Pharmacol Bull, 2015, 31 
(B11): 28.

  ［7］ 邵换璋 , 王存真 , 朱文亮 , 等 . 辛伐他汀对脓毒症和严重脓
毒症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 Toll 样受体 4 的影响 [J]. 中华危重
病急救医学 , 2016, 28 (2): 159-163. DOI: 10.3760/cma.j.issn. 
2095-4352.2016.02.014. 
Shao HZ, Wang CZ, Zhu WL, et al. Influence of simvastatin 
treatment on Toll-like receptor 4 in monocytes of peripheral blood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and severe sepsis [J]. 2016, 28 (2): 159-163. 
DOI: 10.3760/cma.j.issn.2095-4352.2016.02.014.

  ［8］ 陈锋 , 张芙蓉 , 何生松 , 等 . shRNA 沉默 TRAF6 基因对急性
肝损伤小鼠炎症反应的影响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6, 45 (3): 278-283, 310. DOI: 10.3870/j.issn.1672-0741.2016. 
03.008. 
Chen F, Zhang FR, He SS, et al. Effect of silencing TRAF6 gene 
expression with shRNA on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 mice with acute 
liver injury [J]. Acta Med. Univ. Sci. Technol. Huazhong, 2016,  
45 (3): 278-283, 310. DOI: 10.3870/j.issn.1672-0741.2016.03.008.

  ［9］ Shimazu R, Akashi S, Ogata H, et al. MD-2, a molecule that confers 
lipopolysaccharide responsiveness on Toll-like receptor 4 [J]. J Exp 

万方数据



·  155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7 年 2 月第 29 卷第 2期  Chin Crit Care Med，February   2017，Vol.29，No.2

Med, 1999, 189 (11): 1777-1782. DOI: 10.1084/jem.189.11.1777.
［10］ Re F, Strominger JL. Monomeric recombinant MD-2 binds toll-like 

receptor 4 tightly and confers lipopolysaccharide responsiveness 
[J]. J Biol Chem, 2002, 277 (26): 23427-23432. DOI: 10.1074/ 
jbc.M202554200.

［11］ Miyake K. Endotoxin recognition molecules, Toll-like receptor 
4-MD-2 [J]. Semin Immunol, 2004, 16 (1): 11-16. DOI: 10.1016/ 
j.smim.2003.10.007.

［12］ Cahalan MD. STIMulating store-operated Ca2+ entry [J]. Nat Cell 
Biol, 2009, 11 (6): 669-677. DOI: 10.1038/ncb0609-669.

［13］ Carrasco S, Meyer T. Cracking CRAC [J]. Nat Cell Biol, 2010, 12 (5): 
416-418. DOI: 10.1038/ncb0510-416.

［14］ 高戈 , 冯喆 , 常志刚 , 等 . 2012 国际严重脓毒症及脓毒性休克
诊疗指南 [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 2013, 25 (8): 501-505. DOI: 
10.3760/cma.j.issn.2095-4352.2013.08.016. 
Gao G, Feng Z, Chang ZG, et al. Surviving Sepsis Campaign: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2012 [J]. Chin Crit Care Med, 2013, 25 (8): 501-505. DOI: 
10.3760/cma.j.issn.2095-4352.2013.08.016.

［15］ 汪宗昱 , 李宏亮 , 么改琦 , 等 . 脓毒症心肌抑制对脓毒性休克
患者血流动力学和器官功能及预后的影响[J].中华危重病急救
医学 , 2015, 27 (3): 180-184. DOI: 10.3760/cma.j.issn.2095-4352. 
2015.03.005. 
Wang ZY, Li HL, Yao GQ, et al. Impacts of sepsis-induced 
myocardial dysfunction on hemodynamics, organ function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J]. Chin Crit Care 
Med, 2015, 27 (3): 180-184. DOI: 10.3760/cma.j.issn.2095- 
4352.2015.03.005.

［16］ Liou J, Kim ML, Heo WD, et al. STIM is a Ca2+ sensor essential for 
Ca2+-store-depletion-triggered Ca2+ influx [J]. Curr Biol, 2005,  
15 (13): 1235-1241. DOI: 10.1016/j.cub.2005.05.055.

［17］ 田金飞 , 汤彦 . 脓毒血症研究进展 [J]. 内科急危重症杂志 , 

2012, 18 (1): 14-16. DOI: 10.3969/j.issn.1007-1024.2012.01.005. 
Tian JF, Tang Y. Research of the progress on sepsis [J]. J Intern 
Intensive Med, 2012, 18 (1): 14-16. DOI: 10.3969/j.issn.1007-
1024.2012.01.005.

［18］ Huang GN, Zeng W, Kim JY, et al. STIM1 carboxyl-terminus 
activates native SOC, I(crac) and TRPC1 channels [J]. Nat Cell Biol, 
2006, 8 (9): 1003-1010. DOI: 10.1038/ncb1454.

［19］ Schouten M, Wiersinga WJ, Levi M, et al. Inflammation, 
endothelium, and coagulation in sepsis [J]. J Leukoc Biol, 2008,  
83 (3): 536-545. DOI: 10.1189/jlb.0607373.

［20］ 李旭 , 刘一娜 , 马晓春 . 肝素通过 Toll 样受体 4减少脂多糖刺
激人内皮细胞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表达 [J]. 中华危重病急
救医学 , 2015, 27 (2): 81-85. DOI: 10.3760/cma.j.issn.2095-4352. 
2015.02.001. 
Li X, Liu YN, Ma XC. Unfractionated heparin inhibits 
lipopolysaccharide-induced expression of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in human endothelial cells through Toll-like 
receptor 4 signaling pathway [J]. Chin Crit Care Med, 2015, 27 (2): 
81-85. DOI: 10.3760/cma.j.issn.2095-4352.2015.02.001.

［21］ Brasier AR. The NF-κB regulatory network [J]. Cardiovasc Toxicol, 
2006, 6 (2): 111-130. DOI: 10.1385/CT:6:2:111.

［22］ Berchtold CM, Chen KS, Miyamoto S, et al. Perillyl alcohol inhibits 
a calcium-dependent constitutive nuclear factor-kappaB pathway 
[J]. Cancer Res, 2005, 65 (18): 8558-8566. DOI: 10.1158/0008-
5472.CAN-04-4072.

［23］ Aderem A, Ulevitch RJ. Toll-like receptors in the induction of the 
innate immune response [J]. Nature, 2000, 406 (6797): 782-787. 
DOI: 10.1038/35021228.

［24］ Takeda K, Akira S. TLR signaling pathways [J]. Semin Immunol, 
2004, 16 (1): 3-9. DOI: 10.1016/j.smim.2003.10.003.

（收稿日期：2016-09-07）

·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常用不需要标注中文的缩略语

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
急性肾衰竭（acute renal failure，ARF）
多器官功能衰竭（multiple organ failure，MOF）
急性胃肠损伤（acute gastrointestinal injury，AGI）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ore，GCS）
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ore，GOS）
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阴离子隙（anion gap，AG）
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
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
γ-干扰素（γ-interferon，IFN-γ）
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
核转录因子 -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
每搏量（stroke volume，SV）
心排血量（cardiac output，CO）
心排血指数（cardiac index，CI）
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
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
C- 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
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
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
乳酸清除率（lactate clearance rate，LCR）
氧合指数（oxygenation index，PaO2 / FiO2，OI）
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neutrophil elastase，NE）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上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related 
 upper extremity deep venous thrombosis，PICC-UEDVT）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
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uick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qSOFA）
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CCI）
白蛋白校正阴离子隙（albumin corrected anion gap，ACAG）
长链非编码 RNA（long chain non-coding RNA，lncRNA）
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HMGB1）
低氧诱导因子 -1α（hypoxia-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
转化生长因子 -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
过氧化物酶增殖相关受体γ共激活因子 1β
 （peroxisome proliferator-activatedreceptor g coactivator 1β，PGC-1β）
可溶性 N-乙基马来酰亚胺敏感因子附着蛋白受体
 （soluble N-ethylmaleimide-sensitive factor 
 attached protein receptor，SNARE）
突触融合蛋白结合蛋白 b（mammalian uncoordinated 18b，Munc18b）
一氧化碳释放分子Ⅱ（carbon monoxide-releasing molecule Ⅱ，CORM-2）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