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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细胞型 Fas 相关死亡域样白细胞介素-1β 转换酶抑制蛋白（c-FLIP）在小鼠脓毒

症急性肾损伤（SAKI）中的表达并探讨其意义。方法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30 只雄性 ICR 小鼠分为正常对照

组（Normal 组）、假手术组（Sham 组）和 SAKI 组，每组 10 只。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术（CLP）制备小鼠 SAKI 模

型；Sham 组不结扎、穿刺盲肠，其余手术步骤同 SAKI 组；Normal 组不做任何处理。于 CLP 术后 24 h 取小鼠

眼眶血和肾脏组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肌酐（SCr）和尿素氮（BUN）水平；取肾组织行苏

木素-伊红染色，于光镜下观察肾组织病理学改变并评估损伤严重程度；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肾组织中 c-FLIP

表达；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肾组织中 c-FLIP、Bax 和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 

（caspase-3）蛋白表达。采用 Pearson 法分析 SAKI 时肾组织中 c-FLIP 与 Bax 和 caspase-3 蛋白表达的相关

性。结果  Normal 组和 Sham 组肾小管上皮细胞结构规则、完整，间质未见炎性细胞浸润，肾损伤评分均为

（1.30±0.48）分；免疫组化显示肾小管上皮细胞可见大量 c-FLIP 阳性表达（IA：120.20±3.87、116.70±3.46）；

Western Blot 显示肾组织中 c-FLIP 呈高表达（c-FLIP/GAPDH：0.99±0.01、0.98±0.02），Bax 和 caspase-3 呈低

表达（Bax/GAPDH：0.16±0.04、0.19±0.03，caspase-3/GAPDH：0.24±0.04、0.23±0.05）。与 Sham 组相比，SAKI

组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坏死，间质有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肾损伤评分显著升高（分：4.60±0.52 比 1.30±0.48，

P＜0.01），血清 SCr 和 BUN 水平均显著升高〔SCr（μmol/L）：193.90±13.54  比 24.50±3.78， BUN（mmol/L）：

81.60±7.26 比 5.20±0.92，均 P＜0.01〕，肾组织中 c-FLIP 阳性细胞明显减少（IA：17.11±0.82 比 116.70±3.46，

P＜0.01），c-FLIP 蛋 白 表 达 水 平 明 显 下 降（c-FLIP/GAPDH：0.29±0.03 比 0.98±0.02，P＜0.01），而 Bax 和

caspase-3 蛋白表达水平均明显升高（Bax/GAPDH：0.87±0.06 比 0.19±0.03，caspase-3/GAPDH：0.88±0.07 比

0.23±0.05，均 P＜0.01）。相关性分析显示，SAKI 小鼠肾组织中 c-FLIP 蛋白与 Bax 蛋白（r＝-0.468，P＝0.029）

和 caspase-3 蛋白表达（r＝-0.663，P＝0.004）均呈显著负相关。结论  SAKI 时肾组织中 c-FLIP 蛋白表达水平

显著下调，其下调机制与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增加相关，可作为治疗 SAKI 的有效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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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xpression of cellular Fas-associated death domain-like interleukin-1β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  protein  (c-FLIP)  in  sepsis  mice  with  acute  kidney  injury  (SAKI)  and  explore  its 
significance.  Methods  Thirty  male  ICR  mice  were  divided  into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Normal  group),  sham 
operation group (Sham group) and SAKI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10 mice in each group. The SAKI 
model of mice was established by cecal ligation and puncture (CLP); the Sham group was not ligated and the cecum was 
not punctured, and other surgical procedures were the same as the SAKI group; the Normal group did not experience any 
treatment. The serum and renal tissues of mice in each group were harvested 24 hours after CLP model establishment. 
The levels of serum creatinine (SCr) and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were detec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he renal tissues were stained with hematoxylin-eosin (HE), and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renal tissues were 
observed under light microscope and the severity of injury was determined. The expression of c-FLIP in renal tissues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expression of c-FLIP, Bax and caspase-3 protein  in renal  tissue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FLIP  expression  and Bax,  caspase-3 protein  expressions  in  renal  tissues 
were analyzed by Pearson test.  Results  In  the Normal group and the Sham group,  the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were  regular and  intact, and no  interstitial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was observed;  the  renal  injury score was both 
1.30±0.48; immunohistochemistry showed a large amount of c-FLIP positive expression in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IA:  120.20±3.87, 116.70±3.46); Western Blot  showed high expression  of  c-FLIP  in  renal  tissues  (c-FLIP/GAP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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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01, 0.98±0.02), and low expressions of Bax and caspase-3 (Bax/GAPDH: 0.16±0.04, 0.19±0.03, caspase-3/
GAPDH:  0.24±0.04,  0.23±0.05).  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  in  the  SAKI  group,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were degenerated and necrosis, and a large number of interstitial inflammatory cells infiltrated, the renal injury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4.60±0.52 vs. 1.30±0.48, P < 0.01);  the  levels of SCr and BU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Cr (μmol/L): 193.90±13.54 vs. 24.50±3.78, BUN (mmol/L): 81.60±7.26 vs. 5.20±0.92, both P < 0.01]; the c-FLIP 
positive  cells  in  renal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A:  17.11±0.82 vs. 116.70±3.46, P < 0.01);  the expression 
of c-FLIP protein in renal tissue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FLIP/GAPDH: 0.29±0.03 vs. 0.98±0.02, P < 0.01), 
while the expressions of Bax and caspase-3 protein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ax/GAPDH: 0.87±0.06 vs. 0.19±0.03, 
caspase-3/GAPDH: 0.88±0.07 vs. 0.23±0.05, both P < 0.01].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FLIP protein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Bax (r = -0.468, P = 0.029) and caspase-3 protein expressions (r = -0.663,  
P = 0.004).  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c-FLIP protein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in renal tissue of 
SAKI, and its down-regulation mechanism wa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apoptosis of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which 
could be an effective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S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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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而危及生命的

器官功能损害，其病情进展迅速，易导致脓毒性休克

及多器官功能衰竭，其中急性肾损伤（AKI）为常见

的合并症之一［1-2］。脓毒症急性肾损伤（SAKI）发病

率高、病死率高、治疗费用昂贵，严重威胁着患者的

生命财产安全［3］。因此，阐明 SAKI 相关机制成为

急危重症领域科研工作者的研究重点。细胞凋亡是

SAKI 发病机制中重要的中心环节，细胞型 Fas 相关

死亡域样白细胞介素-1β 转换酶抑制蛋白（c-FLIP）

作为新发现的凋亡抑制蛋白，广泛参与了人体细胞

凋亡相关分子生物学机制 ［4-5］。本研究拟通过构建

SAKI 小鼠模型，探讨 c-FLIP 在 SAKI 小鼠肾组织中

的表达变化及其意义，为临床治疗 SAKI 提供新的

靶点和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SPF 级雄性 ICR 小鼠 30 只，

6～8 周龄，体重 25～30 g，由上海市斯莱克动物实

验中心提供〔动物生产许可证号：SCXK（沪）2012-

002〕，在宁波大学动物实验中心饲养〔动物使用许

可证号：SYXK（浙）2013-0191〕。动物普通饲养，

人工光照和阴暗时间各 12 h，相对湿度（50±10）%，

恒温 25 ℃，标准饮食、自由饮水，适应喂养 8～10 d。

1.2  动物分组及处置方法：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小鼠

分为正常对照组（Normal 组）、假手术组（Sham 组）

和 SAKI 组，每组 10 只。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术（CLP）

制备 SAKI 小鼠模型［6］；Sham 组不结扎、穿刺盲肠，

其余手术步骤同 SAKI 组；Normal 组不做任何处理。

1.3  伦理学：本研究获得宁波大学实验动物伦理委

员会批准（审批号：AEWC-2017-33），实验中动物

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术后观察小鼠精神、活动等

情况。术后 24 h 取眼眶血用于肾功能测定，随后处

死小鼠取肾脏组织，左侧肾脏去包膜后置于 4% 甲

醛溶液中固定，用于肾组织病理学和免疫组化检测，

右侧肾脏置于 -80 ℃冰箱，用于蛋白质免疫印迹试

验（Western Blot）检测。

1.4.1  肾功能检测：取眼眶血，1 800×g 离心 15 min 

分离血清，置于 4 ℃冰箱存储，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ELISA）检测血肌酐（SCr）和尿素氮（BUN）水平，

按照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司）

说明书步骤操作。

1.4.2  肾组织病理学观察及评分：肾脏组织固定

后，常规经脱水、透明、石蜡包埋、切片后行苏木素-

伊红（HE）染色，于光镜下观察肾组织病理学改变。

采用盲法观察每只小鼠 3 张肾组织病理切片，每张

切片至少随机观察 3 个非重叠视野，并进行肾小管

损伤半定量评分，取均值。

1.4.3  免疫组化法观察肾组织 c-FLIP 蛋白表达：

取石蜡包埋肾脏组织，片厚 2～3 μm，常规脱蜡，柠

檬酸盐缓冲液中高压煮沸 5～8 min 修复抗原，3% 

H2O2 室温孵育 10～15 min，滴加一抗（抗 c-FLIP， 

1：800，美国 Sigma 公司），4 ℃孵育过夜，使用辣根

过氧化物酶（HRP）标记二抗（美国 Sigma 公司），室

温孵育 1 h，3，3' -二氨基联苯胺（DAB）显色，蒸馏

水洗涤、脱水、透明、封片。Normal 组不滴加一抗。

光镜下（×200）观察，每张切片随机取 3 个非重叠

视野，采用Image Pro Plus 6.0软件测定肾组织c-FLIP

蛋白积分吸光度（IA）值。

1.4.4  Western Blot 检测肾组织 c-FLIP、caspase-3

和 Bax 蛋白表达：取 -80 ℃冰箱保存的肾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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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磷酸盐缓冲液（PBS）润洗，RIPA 裂解液裂解

细胞，4 ℃离心 25 min 收集上清液。BCA 法测定蛋

白质浓度。十二烷基硫酸钠- 聚丙烯酰氨凝胶电

泳（SDS-PAGE）分离蛋白质样品并转到聚偏二氟乙

烯（PVDF）膜。使用含 5％脱脂奶粉、吐温 20 的磷

酸盐缓冲液（TBST）室温封闭 1 h，TBST 洗膜 3 次，

加入一抗（美国 Sigma 公司），4 ℃孵育过夜，加入

HRP 标记的二抗（美国 Sigma 公司），室温孵育 1 h，

TBST 洗膜 3 次，免疫化学发光（ECL）法显色，使用 

Image-Lab 3.0（Bio-Rad）软件分析灰度值。以目的

蛋白与内参 3 -磷酸甘油醛脱氢酶（GAPDH）的灰度

值比值作为表达量。

1.5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16.0 软件分析相关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两组独

立样本间比较采用 t 检验，组间多重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两个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双侧 Pearson

法分析。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肾组织病理学改变和肾功能改变（图 1；

表 1）：CLP 术后 24 h，SAKI 组肾小管上皮细胞变

性、坏死，肾小管管腔显著扩张，部分管腔堵塞、基

底膜裸露，间质有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而 Normal 组

和 Sham 组肾小管上皮细胞结构完整、清晰，间质无

炎性细胞浸润。与 Sham 组相比，SAKI 组小鼠精神

萎靡、活动度减少，肾损伤评分显著增加，血清 SCr

和 BUN 水平明显升高（均 P＜0.01）。

图 1  光镜下观察各组小鼠肾组织病理学改变　正常对照组 
（Normal组，A）和假手术组（Sham组，B）肾组织结构正常，肾小球 
完整，间质无炎性细胞浸润；脓毒症急性肾损伤组（SAKI 组，C） 
肾组织结构紊乱，肾小管上皮水肿明显，间质有大量炎性细胞
浸润　HE 染色　高倍放大

图 2   光镜下观察各组小鼠肾组织中细胞型 Fas 相关死亡域
样白细胞介素-1β 转换酶抑制蛋白（c-FLIP）表达　棕黄色为
c-FLIP 阳性细胞。正常对照组（Normal 组，A）和假手术组（Sham
组，B）c-FLIP 阳性细胞较多，主要集中在肾小管上皮细胞；脓
毒症急性肾损伤组（SAKI 组，C）c-FLIP 阳性细胞明显减少　
免疫组化染色　中倍放大

表 1 各组小鼠肾损伤评分及肾功能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肾损伤评分

（分）

SCr

（μmol/L）

BUN

（mmol/L）

Normal 组 10 1.30±0.48 22.50±  4.04 5.00±1.63
Sham 组 10 1.30±0.48 24.50±  3.78 5.20±0.92
SAKI 组 10   4.60±0.52 a   193.90±13.54 a  81.60±7.26 a

注：Normal 组为正常对照组，Sham 组为假手术组，SAKI 组为

脓毒症急性肾损伤组；SCr 为血肌酐，BUN 为血尿素氮；与 Sham 组

比较，aP＜0.01

表 2 各组小鼠肾组织中 c-FLIP、Bax、
caspase-3 蛋白表达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c-FLIP/

GAPDH

Bax/

GAPDH

caspase-3/

GAPDH

Normal 组 10 0.99±0.01 0.16±0.04 0.24±0.04
Sham 组 10 0.98±0.02 0.19±0.03 0.23±0.05
SAKI 组 10 0.29±0.03 a 0.87±0.06 a 0.88±0.07 a

注：Normal 组为正常对照组，Sham 组为假手术组，SAKI 组为

脓毒症急性肾损伤组；c-FLIP 为细胞型 Fas 相关死亡域样白细胞介

素-1β 转换酶抑制蛋白，caspase-3 为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 

白酶 3，GAPDH 为 3-磷酸甘油醛脱氢酶；与 Sham 组比较，aP＜0.01

2.3  各组肾组织中 c-FLIP、Bax 和 caspase-3 蛋白

表达（图 3；表 2）：Normal 组和 Sham 组肾组织中

c-FLIP蛋白呈高表达，而Bax和caspase-3呈低表达。

与 Sham 组相比，SAKI 组肾组织中 c-FLIP 蛋白表达

水平显著下降，而 Bax 和 caspase-3 蛋白表达水平均

显著升高（均 P＜0.01）。

2.2  各组肾组织中 c-FLIP 阳性表达（图 2）：免疫

组化结果显示，c-FLIP 阳性细胞呈棕黄色，主要分

布于肾小管上皮细胞内。Normal 组和 Sham 组肾

小管上皮细胞内可见大量 c-FLIP 阳性细胞（IA：

120.20±3.87、116.70±3.46）。与Sham组相比，SAKI

组肾小管上皮细胞中 c-FLIP 阳性细胞明显减少 

（IA：17.11±0.82比 116.70±3.46，t＝27.99，P＜0.01）。

Normal 组为正常对照组，Sham 组为假手术组，SAKI 组为脓毒症 
急性肾损伤组；c-FLIP 为细胞型 Fas 相关死亡域样白细胞 
介素-1β 转换酶抑制蛋白，caspase-3 为天冬氨酸特异性 
半胱氨酸蛋白酶 3，GAPDH 为 3-磷酸甘油醛脱氢酶

图 3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各组小鼠
肾组织 c-FLIP、Bax 和 caspase-3 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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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肾组织中 c-FLIP 与 Bax、caspase-3 蛋白表达

的相关性（图 4）：SAKI 小鼠肾组织中 c-FLIP 与

Bax、caspase-3 蛋白表达均呈显著负相关（均 P＜
0.05）。

3 讨 论 

  虽然随着急危重症医学的不断进步、连续性血

液透析的普遍和新型抗菌药物在临床上的广泛应

用，SAKI 的治疗手段日益增多，但其仍然是导致

全球非心脏病急危重症患者死亡的重要病因［7］。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住院患者 SAKI 的发生率为

7％～10％，而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患者 SAKI

的发生率则高达 25％，病死率为 50％～80％，因

此，SAKI 是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 ［8-9］。尽管医务和科研工作人员对 SAKI 进行了

大量系统的临床和基础研究，但 SAKI 相关的病理

生理和分子生物学调控机制仍未完全阐明。

  细胞凋亡作为 SAKI 发病的重要中心环节，与

SAKI 患者肾功能恶化和病死率增加密切相关［10］。

c-FLIP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类含有死亡效应结构域的

凋亡抑制蛋白，在真核生物和哺乳动物体内广泛存

在［11］。人类 c-FLIP 基因含有 13 个外显子，N2 端 

含有 2 个串联死亡效应结构域，每个死亡效应结

构域包含约 40 个氨基酸，与 Fas 的死亡结构域和

caspase-8 基因类似，均位于染色体 2q33-34 ［12］。目

前研究证实，c-FLIP 在人体内表达与肿瘤、自身免

疫以及炎症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3］。Shen 等［14］发

现，c-FLIP 作为内源性凋亡抑制蛋白在炎症发生时

表达显著增加，起到抑制单核细胞凋亡、促进单核

细胞分化为巨噬细胞、保护内皮细胞并有效清除体

内坏死细胞和炎性介质的作用。Zhang 等［15］研究

发现，c-FLIP 能够显著抑制脂多糖（LPS）诱导的内

皮细胞凋亡，并有效抑制核转录因子-κB （NF-κB）活

化，进而起到炎症调控作用。

  为了探讨 c-FLIP 在 SAKI 肾脏组织中的表达情

况及意义，本研究通过 CLP 成功制备 SAKI 小鼠模

型。结果显示，与 Sham 组相比，SAKI 组肾组织中

c-FLIP 蛋白表达明显下调，说明 SAKI 时 c-FLIP 蛋

白表达下调促进炎症级联反应的放大，导致肾组织

细胞损伤可能。研究证实：在哺乳动物体内，LPS

可激活 Bax 和 caspase-3 从而促进细胞发生凋亡，

Bax、caspase-3 和 caspase-8 均参与了 LPS 诱导的细

胞凋亡，caspase-8 是凋亡启动蛋白，而 caspase-3 是

凋亡的主要效应蛋白［16-18］。本研究结果显示，与

Sham 组相比，SAKI 组 Bax 和 caspase-3 蛋白表达水

平显著升高；进一步通过双侧 Pearson 法分析显示，

SAKI 小鼠肾组织中 c-FLIP 蛋白与 Bax、caspase-3

蛋白表达均呈显著负相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c-FLIP 作为凋亡抑制蛋

白在 SAKI 小鼠肾脏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降低，

并且 c-FLIP 蛋白下调的机制与肾小管上皮细胞凋

亡增加密切相关，可作为 SAKI 患者治疗的有效靶

点。如果采用某种药物或抑制剂上调 c-FLIP 蛋白

表达则可能有效抑制细胞凋亡，从而改善肾功能状

态，进而改善 SAKI 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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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常用不需要标注中文的缩略语

心脏停搏（cardiac arrest，CA）
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
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
急性冠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
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
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EN）
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
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
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
γ-干扰素（γ-interferon，IFN-γ）
Tol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
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
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
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
凝血酶时间（thrombin time，TT）
血液灌流（hemoperfusion，HP）
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CVVH）
氧合指数（oxygenation index，PaO2 / FiO2，OI）
自主呼吸试验（spontaneous breathing trial，SBT）
损伤严重程度评分（injury severity scale，ISS）
主要心脏不良事件
  （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MACE）
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embolism，VTE）

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embolism，DVT）
肺动脉血栓栓塞症（pulmonary thrombembolism，PE）
心脏停搏后综合征（post cardiac arrest syndrome，P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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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
体外膜肺氧合（extra 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
连续性血液净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
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PAH）
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entilator induced lung injury，VILI）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VAP）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
肺栓塞严重程度指数（pulmonary embolism severity index，PESI）
简易肺栓塞严重程度指数
  （simplify pulmonary embolism severity index，sPESI）
动脉血氧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PaO2）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PaCO2）
呼气末二氧化碳浓度（end tidal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CETCO2）
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end tidal carbon dioxide partial pressure，PETCO2）
细胞型 Fas 相关死亡域样白细胞介素-1β 转换酶抑制蛋白
  （cellular Fas-associated death domain-like interleukin-1β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 protein，c-FLIP）
重症加强治疗病房 / 重症医学科（intensive care unit，ICU）
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