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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维生素 C 对脂多糖（LPS）所致脓毒症肾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方法  采用 10 mg/L  

LPS 分别诱导肾小管上皮 HK-2 细胞 8 h 和 12 h，之后分别加入 0.5 mmol/L 与 1 mmol/L 维生素 C 继续作用，使

用细胞增殖与毒性检测试剂（CCK-8）检测细胞生存率，以确定后续的合适实验条件。将细胞分为空白对照组、

LPS 组和 LPS+ 维生素 C 组（LPS+VC 组）。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各组 HK-2 细胞坏

死关键蛋白〔磷酸化混合谱系激酶结构域样蛋白（p-MLKL）、磷酸化受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 3（p-RIPK3）〕的蛋

白表达，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各组 HK-2 细胞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 -1β（IL-1β）、肿瘤坏死

因子 -α（TNF-α）〕水平，比较各组间上述指标的差异。结果  CCK-8 检测结果显示，1 mmol/L 维生素 C 能使

LPS 诱导 12 h 后的 HK-2 细胞生存率提高至 86%，故选用该条件进行后续实验。LPS 诱导 HK-2 细胞 12 h 后，

p-MLKL和p-RIPK3的蛋白表达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IL-1β、TNF-α水平也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IL-1β

（ng/L）：23.2±1.4 比 12.8±3.9，TNF-α（ng/L）：36.4±3.9 比 11.6±1.8，均 P＜0.05〕，提示细胞坏死与炎症反应

同时存在；而与 LPS 组比较，1 mmol/L 维生素 C 可明显降低 p-MLKL 和 p-RIPK3 的蛋白表达，也能明显降低

IL-1β与TNF-α水平〔IL-1β（ng/L）：19.8±0.7比23.2±1.4，TNF-α（ng/L）：17.4±5.8比36.4±3.9，均P＜0.05〕。

结论  维生素 C 可缓解 LPS 诱导的 HK-2 细胞损伤，降低坏死关键蛋白与炎症因子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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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otective effect and its mechanism of vitamin C on septic renal injury 
induced  by  lipopolysaccharide  (LPS).  Methods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HK-2  were  induced  with  10  mg/L  
LPS  for  8  hours  and 12 hours,  respectively,  and  then 0.5 mmol/L  and 1 mmol/L  vitamin C were  added,  respectively. 
Cell viability was measured using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oxicity assay cell counting kit-8 (CCK-8) to determine suitable 
condition for subsequent experiments. HK-2 cell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LPS group and LPS+vitamin C group 
(LPS+VC group). The contents of necrosis factors phosphorylated mixed lineage kinase domain-like protein (p-MLKL) 
and phosphorylated 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 3  (p-RIPK3) were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ting. The content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nterleukin-1β  (IL-1β)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in each group. Differences among th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CCK-8  
showed that 1 mmol/L vitamin C improved the survival  rate of HK-2 cells  to 86% after 12 hours of LPS induction, so 
this condition was selected for subsequent experiments. After 12 hours LPS induction in HK-2 cells, the expressions of 
p-MLKL and p-RIPK3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levels of IL-1β and TNF-α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IL-1β (ng/L): 23.2±1.4 vs. 12.8±3.9, TNF-α (ng/L):  
36.4±3.9 vs. 11.6±1.8, both P < 0.05], indicating the co-existence of cell necrosis and inflammation. Compared with 
LPS  group,  1  mmol/L  vitamin  C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MLKL  and  p-RIPK3,  and  also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levels  of  IL-1β  and  TNF-α  [IL-1β  (ng/L):  19.8±0.7  vs.  23.2±1.4,  TNF-α  (ng/L): 
17.4±5.8 vs. 36.4±3.9, both P < 0.05].  Conclusion  Vitamin C can alleviate LPS-induced HK-2 cell damage, and 
reduce the expressions of necrotic factors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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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宿主对感染反应失调引起的危及生

命的器官功能损害的临床综合征［1］，严重者可致脓

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2017 年最新数据显

示，全球有记录的脓毒症病死率仍高达 22.5%，占

全球死亡总数的 19.7%［2］。肾脏是脓毒症发病过

程中最易受损的器官之一，约 40%～50% 的脓毒症

患者［3］会在住院期间并发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AKI 会进一步加速 MODS 发展，脓毒症

AKI 患者的病死率高达 70%［4］，并可提高终末期慢

性肾病的发生风险［3，5］。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是革兰阴性菌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常被作为外

来毒素建立脓毒症 AKI 模型［6］。

  脓毒症 AKI 的发病机制可能与脓毒症早期全

身血流重新分布导致肾脏缺血 / 再灌注（ischemia 

reperfusion，I/R）损伤、病原体及其相关产物对肾脏

的直接损伤、脓毒症诱导的细胞因子风暴导致细胞

毒性等相关［7］。肾脏 I/R 损伤或病原体导致的感染

性肾炎会引发机体防御的强烈炎症反应［8］，可导致

大量肾细胞坏死，细胞程序性坏死破坏内部屏障，促

进损伤相关的分子模式（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释放和病原体传播，进一步激活免

疫细胞并引发炎症反应，细胞坏死与炎症反应相互

加强，造成 AKI。这种细胞程序性坏死与炎症同时

存在的正反馈回路称为坏死性炎症，已被证实存在

于 I/R 所致 AKI 中，并最终可能导致肾功能衰竭［9］。

  维生素 C 是重要的抗氧化剂和许多重要生物反

应的辅酶因子，大剂量应用维生素 C 可提高机体抗

氧化、抗炎及免疫能力［10-11］。脓毒症患者体内维生

素 C 水平严重不足［12］，早期补充维生素 C 可降低脓

毒性休克患者器官衰竭的发生率并缩短重症监护病

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住院时间［13］，也可降低

患者 28 d 病死率［14］，但对维生素 C 是否可缓解脓

毒症导致的肾损伤及其相应机制，目前尚无相关研

究报道。本研究通过观察程序性坏死关键蛋白〔受

体相互作用蛋白激酶 3（receptor-interacting protein 

kinase 3，RIPK3）、混合谱系激酶结构域样蛋白

（mixed lineage kinase domain-like，MLKL）〕及炎症因

子〔白细胞介素 -1β（interleukin-1β，IL-1β）、肿

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

在 LPS 诱导肾小管上皮细胞 HK-2 损伤中的表达变

化，探索维生素 C 保护脓毒症肾损伤的新机制，为

拓展其临床应用提供更多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细胞培养条件：DMEM 培养基〔添加碳酸氢钠

（NaHCO3）1.5 g/L、葡萄糖2.5 g/L、丙酮酸钠0.11 g/L〕

90%，胎牛血清 10%；气相为空气 95%、二氧化碳

（CO2）5%；温度为 37 ℃。

1.2 细胞增殖与毒性检测试剂（cell counting kit-8， 

CCK-8）检测 HK-2 细胞活性：在 96 孔板中接种

HK-2 细胞悬液（104 个细胞 / 孔），培养板放在培养

箱中预培养一段时间。加入不同终浓度的处理剂（加

入 10 mg/L LPS 8 h 及 12 h 后分别用 0.5 mmol/L 与 

1 mmol/L 维生素 C 处理）处理细胞 12 h 后，每孔

加入 10 μL CCK-8 溶液。将培养板放在培养箱内

孵育 1～4 h，用酶标仪测定 450 nm 处的吸光度

（absorbance，A）值。

1.3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

RIPK3 和 MLKL 的磷酸化水平：在 12 孔板中接种

HK-2 细胞悬液（2×105 个细胞 / 孔），预培养一段时

间后用 10 mg/L LPS 处理 12 h，之后加入 1 mmol/L 

维生素 C 处理 12 h。使用 2× 细胞裂解液裂解细

胞，95 ℃水浴加热 10 min，BCA 试剂盒蛋白质定量，

加入上样缓冲液 95 ℃水浴变性 10 min，十二烷基硫

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odium dodecyl sulfate-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eresis，SDS-PAGE）80 V 

30 min、160 V 50 min。电泳结束后，凝胶移入转膜缓

冲液固定3～5 min。聚偏二氟乙烯膜（polyvinylidene  

difluoride，PVDF）用甲醇激活后放入转膜液中平

衡，湿转仪 110 V 转膜 90 min。膜用含 5% 脱脂奶

粉的 TBST 缓冲液室温下封闭 1 h，一抗室温下反应

2 h，TBST 缓冲液洗涤 3 次；荧光二抗室温下反应

30 min，TBST 缓冲液洗涤 3 次后显影。以 β- 肌动

蛋白（β-actin）作为内参，以 MLKL、磷酸化 MLKL

（phosphorylated-MLKL，p-MLKL）、RIPK3、磷 酸 化

RIPK3（phosphorylated-RIPK3，p-RIPK3）作为目的

基因。

1.4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 

adsordent assay，ELISA）检测IL-1β和TNF-α水平： 

在12孔板中接种HK-2细胞悬液（2×105个细胞/孔）， 

预培养一段时间后 10 mg/L LPS 处理 12 h，之后加入 

1 mmol/L 维生素 C 处理 12 h，收集细胞上清液按照

试剂盒说明进行 ELISA 检测。

1.5 伦理学：本研究实验操作符合伦理学标准，经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审批号：202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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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采用 Kolmogorov-Smirno 法对计量资料进行

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

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

差齐时两两比较采用 LSD 法检验，方差不齐时采用

Tamhane T2 法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

位数（四分位数）〔M（QL，QU）〕表示，多组间比较采

用非参数 Kruskal-Wallis H 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

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HK-2 细胞活性（图 1）：LPS 作用 8 h 及 12 h 

后 0.5 mmol/L 与 1 mmol/L 维生素 C 的使用均对 LPS

诱导的 HK-2 细胞具有显著保护作用，能够将 HK-2

细胞生存率提高至 81%～86%（图 1），其中 1 mmol/L 

维生素 C 能将 LPS 诱导 12 h 后的 HK-2 细胞生存

率提高至 86%，所以选用该条件进行后续实验。

2.2 HK-2 细胞 p-RIPK3 和 p-MLKL 的蛋白表达 

（图 2）：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LPS 组 p-RIPK3

和 p-MLKL 的蛋白表达均较空白对照组显著升高，

提示 HK-2 细胞存在程序性坏死；而与 LPS 组比较，

1 mmol/L 维生素 C 继续作用 12 h 后，HK-2 细胞

p-RIPK3 和 p-MLKL 的蛋白表达明显降低，且与空

白对照组无明显差异，显示出优秀的细胞坏死抑制

活性。

2.3 HK-2细胞 IL-1β和TNF-α水平（图3）：ELISA 

检测结果显示，LPS 诱导后 HK-2 细胞炎症因子

IL-1β 和 TNF-α 水平显著升高，1 mmol/L 维生素 C 

可将 IL-1β 与 TNF-α 的含量分别减少 14.6% 与

52.8%，意味着维生素 C 在降低炎症细胞坏死活性

的同时能够减少炎症反应。

注：LPS 为脂多糖，VC 为维生素 C；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aP＜0.01；与 LPS 组比较，bP＜0.01

图 1  各组肾小管上皮 HK-2 细胞经 LPS 刺激 
不同时间后的细胞活性比较

注：LPS 为脂多糖，VC 为维生素 C，RIPK3 为受体相互作用蛋白 
激酶 3，p-RIPK3 为磷酸化 RIPK3，MLKL 为混合谱系激酶结构域 

样蛋白，p-MLKL 为磷酸化 MLKL，β-actin 为 β- 肌动蛋白

图 2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各组 
肾小管上皮 HK-2 细胞经 LPS 刺激 12 h 后各坏死关键蛋白表达

注：LPS 为脂多糖，VC 为维生素 C，IL-1β 为白细胞介素 -1β，
TNF-α 为肿瘤坏死因子 -α；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aP＜0.05，bP＜0.01；与 LPS 组比较，cP＜0.05，dP＜0.01

图 3  各组肾小管上皮 HK-2 细胞经 LPS 刺激 12 h 后 
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3 讨 论 
  细胞程序性坏死通路在炎症调控及抵御细菌

与病毒等外源微生物入侵机体等生理和病理过程

中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TNF-α 是诱导细胞程序

性坏死发生的重要细胞因子，在 TNF-α 依赖性的

程序性坏死启动时与细胞膜上的 TNF-α 受体 1 结

合，招募一系列蛋白形成复合体Ⅰ［15］，包括 RIPK1。

RIPK1 从复合体Ⅰ中分离后与 RIPK3 结合形成坏

死复合体并通过磷酸化激活。活化的 RIPK3 招募

并使其下游底物蛋白即 MLKL 磷酸化，促进 MLKL

多聚化并转移到细胞膜和细胞器膜上，与膜上的

磷脂酰肌醇和心肌磷脂结合后破坏膜结构［16］，导

致细胞程序性坏死。发生程序性坏死的细胞会释

放具有免疫原性的 DAMPs，包括细胞因子和警报

蛋白，例如 IL-1，细胞膜上的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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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进行维生素 C 治疗脓毒症肾损伤的体外实验，

结果显示，0.5 mmol/L 与 1 mmol/L 维生素 C 的使

用均对 LPS 诱导下 HK-2 细胞有显著的保护作用，

能够将 HK-2 细胞生存率提高至 81%～86%，此外 

1 mmol/L 维生素 C 可使 LPS 诱导后 HK-2 细胞中被

激活的 p-RIPK3 与 p-MLKL 表达显著降低，IL-1β

与 TNF-α 的含量显著减少。本实验结果初步明

确了 LPS 作用后 HK-2 细胞中被激活的 p-RIPK3、

p-MLKL 及炎症因子（IL-1β、TNF-α）表达都有所

升高，揭示了在脓毒症细胞模型中炎症反应与细胞

程序性坏死同时存在的现象，提示在脓毒症导致的

AKI 中，炎症反应与细胞程序性坏死相互增强，共同

参与病理进程，最终导致肾脏细胞坏死的可能。而

维生素 C 的使用可明显减少细胞坏死关键蛋白与

炎症因子的表达，同时抑制脓毒症时的炎症反应与

细胞坏死，从而提高肾脏细胞生存率，在脓毒症时起

到肾脏保护的作用。

  由于脓毒症 AKI 形成机制的复杂性，目前对于

脓毒症AKI仍无特效药物［27］，本研究显示，维生素C 

可同时抑制脓毒症时的炎症反应与细胞程序性坏

死，缓解脓毒症肾损伤，为拓展维生素 C 的临床应

用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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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预告·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真菌病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会议 
暨第十一届全国深部真菌感染学术会议及征文通知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真菌病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会议暨第十一届全国深部真菌感染学术会议将于 2023 年月 3 月 31 日

至 4 月 2 日在上海市召开。大会旨在提高临床科室对真菌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水平，为医学真菌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沟通

和交流的平台，实现多学科协作与交流。

  本次大会由专委会主任委员黄晓军教授担任大会主席，薛武军教授担任执行主席。大会以“聚焦临床 瞄准实战”为主题，

届时来自血液、呼吸、感染、重症、器官移植、皮肤、药学、微生物检验等真菌相关专业的研究学者，带来不同科室真菌感染的

最新研究成果和临床病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推动我国真菌感染临床诊治水平的发展。

  欢迎相关专业从事医学真菌学基础及临床研究人员踊跃报名，参会交流。

1 会议时间：2023 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其中 31 日报到，31 日下午至 4 月 2 日会议时间，4 月 2 日下午离会。

2 会议地点：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上海浦东花木路 1388 号）。

3 征文内容：① 真菌感染的病原学、流行病学、组织病理学、发病机制等研究；② 真菌感染的诊断学，包括实验室诊断和影 

   像学诊断；③ 真菌感染的临床诊治研究；④ 抗真菌药物研究；⑤ 医学真菌学的基因研究；⑥ 医学真菌学相关科室的典型 

   病例。

4 征文要求：① 论文要求：请提供论文全文和摘要，应包括研究目的、材料和方法、结果、结论，字数 400～800 字。② 病例 

   要求：病例能引发思考和讨论，具有借鉴 / 指导 / 教学意义 / 价值；投稿需保证病例真实性，严禁病例中出现包括患者个人 

   信息；内容需包含患者基础病情描述、诊断和治疗经过、心得体会等。

5 投稿方式：登录大会官网 mms2023.medcircle.cn 在线提交，投稿时请注明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6 截稿日期：2023 年 2 月 10 日。

7 投稿奖励：① 稿件如经会议接收，作者可获得会议交流证书，每篇论文第一作者参会可免会务费（限本人参会交流，不能 

   由他人替代）。② 多种交流形式：稿件经过评审后，可有机会参与专题演讲、大会发言、电子壁报等多种交流形式。③ 会议 

   设置优秀论文奖和优秀病例奖，并给予奖励。

8 会议注册：① 参会代表会务费1 200元 /人，会务费包含会议费、资料费、餐费，差旅及住宿费用自理。 

   ② 大会统一采用线上注册方式，登录大会官网 mms2023.medcircle.cn，按提示完成注册、缴费及房间 

   预定。

9 联系方式：项目责任（联系）人：真菌病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张丽莹 135216880836，Email： 

   mmscmea@163.com，会务联系人：宋清泉 18937177812（微信同号），Email：medicalmycology@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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