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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 RNA-21-5p 对大鼠高氧性急性肺损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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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微小 RNA-21-5p（miR-21-5p）对大鼠高氧性急性肺损伤（HALI）的影响，为 HALI 的

基因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 160 只 SD 大鼠分为高氧对照组、磷酸盐缓冲液（PBS）组、

空病毒组及 miR-21-5p 组 4 组，每组 40 只。高氧对照组大鼠直接置于高氧箱（氧浓度＞90%）中饲养，其余 

3 组分别经鼻腔滴入 PBS、慢病毒及 miR-21-5p 慢病毒各 200 μL，然后置于高氧箱中饲养。各组分别在高氧放

置 0、24、48 及 72 h 时随机取 10 只大鼠进行动脉血气分析，并计算氧合指数（OI）和呼吸指数（RI）；随后颈动

脉放血处死大鼠取肺组织，测量左肺湿 / 干质量（W/D）比值，行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光镜下观察右肺组织

病理学改变并进行病理学评分。结果 高氧损伤 0 h 时，各组大鼠 OI、RI、肺组织病理学评分、肺 W/D 比值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着高氧损伤时间的延长，各组 OI 逐渐降低，RI、肺组织病理学评分、肺 W/D

比值逐渐升高。与高氧对照组比较，miR-21-5p 组高氧损伤 24、48、72 h 时 OI 明显增加〔mmHg（1 mmHg＝ 

0.133 kPa）：24 h 时 358.10±29.25 比 306.19±37.23，48 h 时 336.67±29.27 比 269.70±29.00，72 h 时

323.81±19.05 比 203.81±43.40，均 P＜0.05〕，RI 明显减少（24 h 时 0.23±0.05 比 0.31±0.06，48 h 时 0.28±0.07

比 0.38±0.06，72 h 时 0.30±0.04 比 0.46±0.07，均 P＜0.05），肺组织病理学评分明显降低（分：24 h 时 0.60±0.52

比 0.90±0.74，48 h 时 1.30±0.95 比 2.90±1.20，72 h 时 1.90±0.88 比 4.70±1.57，均 P＜0.05），肺 W/D 比值明

显下降（24 h 时 3.77±0.38 比 4.14±0.46，48 h 时 3.83±0.31 比 4.56±0.34，72 h 时 3.89±0.31 比 5.32±0.27，

均 P＜0.05）。PBS 组、空病毒组高氧损伤后各指标与高氧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光镜

下观察可见，随着高氧损伤时间的延长，各组大鼠肺泡结构逐渐紊乱，肺泡壁断裂破坏，肺泡间隔逐渐增宽、水

肿、炎性细胞浸润，部分大鼠可见少量红细胞渗出；但 miR-21-5p 组肺组织病理损伤程度较其他各组明显减轻。

结论 持续高浓度氧暴露 24 h 后可成功建立 HALI 模型；miR-21-5p 对 HALI 大鼠肺组织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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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icroRNA-21-5p (miR-21-5p) on hyperoxic acute 
lung injury (HALI) in rats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HALI gene therapy.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ty 
Sprague-Dawley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with number table: hyperoxia control group, phosphate 
buffer saline (PBS) group, blank virus group and miRNA-21-5p group (each, n = 40). The rats in hyperoxia control 
group were fed directly in the hyperoxia box (oxygen concentration > 90%); in the other three groups, 200 μL PBS, 
200 μL slow virus and 200 μL miRNA-21-5p slow virus were dropped into the nose respectively, and then they were 
fed in the hyperoxia box. The rats were exposed to hyperoxia in the boxes for 0, 24, 48 and 72 hours in all the groups, 
and at each time point, 10 rats were taken randomly from each group to perform arterial blood-gas analysis, calculate 
oxygenation index (OI) and respiratory index (RI). Afterwards the rats were sacrificed by blood-letting from carotid artery 
under intra-peritoneal anesthesia, and the lung tissues were obtained to measure the left lung wet/dry weight (W/D)  
ratio, hemotoxylin-eosin (HE) staining was made and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the right lung were observed under 
light microscope and the pathological score was measured. Results At 0 hour, the OI, RI, lung W/D ratio and the 
lung tissue pathology score in rats with hyperoxic injury ha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groups 
(all P > 0.05). With the extension of time, the level of OI was gradually reduced, and the levels of RI, pathologic score 
and W/D ratio of lung tissues 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hyperoxia control group, in miRNA-21-5p  
group, the levels of OI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24, 48 and 72 hours after the exposure to hyperoxia [mmHg  
(1 mmHg = 0.133 kPa): 24 hours 358.10±29.25 vs. 306.19±37.23, 48 hours 336.67±29.27 vs. 269.70±29.00, 
72 hours 323.81±19.05 vs. 203.81±43.40, all P < 0.05], whereas the levels of RI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24 
hours 0.23±0.05 vs. 0.31±0.06, 48 hours 0.28±0.07 vs. 0.38±0.06, 72 hours 0.30±0.04 vs. 0.46±0.07, all P < 
0.05), the pathologic scores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24 hours 0.60±0.52 vs. 0.90±0.74, 48 hours 1.30±0.95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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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疗作为临床上治疗缺氧性疾病的一种重要手

段，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尤其是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

征（MODS）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机械

通气患者常常需要较高浓度的氧供，其主要目的是

提高动脉血氧分压（PaO2），纠正组织器官缺氧状态，

保证组织氧供。然而，氧疗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对患

者肺脏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成人可导致高氧

性急性肺损伤（HALI）［1］，新生儿则表现为支气管肺

发育不良［2］，严重影响患者生存及生活质量，可见

积极治疗和预防 HALI 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分子

生物学的发展，人们把注意力转向基因治疗，本课题

组在前期实验中通过过氧化氢（H2O2）成功诱导建

立Ⅱ型肺泡上皮细胞（AEC Ⅱ）凋亡模型［3-4］，再利

用高通量基因芯片技术筛选出了 38 个与 AEC Ⅱ凋

亡高度相关的差异微小 RNA（miRNA），其中高表达

的微小 RNA-21-5p（miR-21-5p）明显下调［5］，由此

推测 miR-21-5p 在肺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为此，

本研究通过建立 HALI 模型［6］，探讨 miR-21-5p 对

HALI 的影响，为防治 HALI 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 ：SD 大鼠 160 只，雌雄不

拘，体质量 180～220 g，由第三军医大学动物实验中

心提供，动物许可证号 ：SCXK（渝）2012-0005。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高氧对照组、磷酸盐缓

冲液（PBS）组、空病毒组及 miR-21-5p 组，每组 40

只。按照文献［6］方法制备 HALI 大鼠模型。高氧

对照组直接置于高氧箱（氧浓度＞90%）中饲养，其

余 3 组分别经鼻腔滴入 PBS、慢病毒及 miR-21-5p

慢病毒各 200 μL 后置于高氧箱中饲养。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2 检测指标及方法 ：各组分别于高氧损伤 0、24、

48 和 72 h 时随机抽取 10 只大鼠，采集动脉血行血

气分析后，颈动脉放血处死大鼠备检。

1.2.1 呼吸参数的检测 ：行动脉血气分析，并计算

氧合指数（OI）和呼吸指数（RI）。OI＝动脉血氧分

压（PaO2）/ 吸入氧浓度（FiO2），本实验 FiO2 均为 0.90。

RI＝肺泡气 - 动脉血氧分压差（P（A-a）O2）/PaO2。

1.2.2 肺组织病理学观察及评分 ：取右肺组织置

于 10% 甲醛水溶液中固定，经过脱水、石蜡包埋切

片、二甲苯脱蜡、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再次脱

水、二甲苯透明、树胶封片后，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

理学改变。每张病理切片随机选择 3 个高倍视野

（×400），参照改良评分标准［7-8］进行评分，取均值。

1.2.3 肺组织湿 / 干质量（W/D）比值 ：取左肺，滤

纸快速擦干组织表面水分后称湿质量，将肺组织置

于 80 ℃干燥箱中恒温烘烤 48 h 后再次称干重，计

算肺 W/D 比值。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数据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QL，QU）〕表示，

采用秩和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大鼠呼吸参数的变化

2.1.1 OI（表 1）：随高氧损伤时间延长，各组 OI 逐

渐降低。高氧损伤 0 h 时，各组大鼠 OI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高氧损伤 24、48、72 h 时，与高

氧对照组比较，PBS 组及空病毒组 OI 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 P＞0.05），而 miR-21-5p 组 OI 均明显升

高（均 P＜0.05）。

2.1.2 RI（表 1）：随高氧损伤时间延长，各组 RI 逐

渐增大。高氧损伤 0 h 时，各组大鼠 RI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高氧损伤 24、48 和 72 h 时，与

高氧对照组比较，PBS 组及空病毒组 RI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 P＞0.05），而 miR-21-5p 组 RI 均明显降

低（均 P＜0.05）。

2.90±1.20, 72 hours 1.90±0.88 vs. 4.70±1.57, all P < 0.05) and the levels of W/D ratio were decreased obviously 
(24 hours 3.77±0.38 vs. 4.14±0.46, 48 hours 3.83±0.31 vs. 4.56±0.34, 72 hours 3.89±0.31 vs. 5.32±0.27, all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hyperoxia control group, the index results of the PBS group and the blank virus group after 
staying in the box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each time point (all P > 0.05). Under the optical microscope, 
along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exposure to hyperoxia, the structure of alveoli was gradually disturbed, their walls fractured 
and damaged, alveolar septa widened, edematous, infiltrated with inflammatory cells and in part of the rats a small 
amount of red blood cell exudates could be seen, but the degree of lung pathological injury in miRNA-21-5p group was 
much milder than that of the other groups. Conclusion The rat persistently exposed to hyperoxia for 24 hours can 
establish the rat model of HALI successfully, and the miRNA-21-5p can protect the lung tissue from the damage to 
some degrees in HALI rats.

【Key words】 miRNA-21-5p; Hyperoxic acute lung injury; Oxygenation index; Respiratory index; Lung 
wet/dry weight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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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组大鼠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及评分

2.2.1 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图 1）：高氧

损伤 0 h 时，各组肺组织肺泡结构清晰，肺泡间隔无

明显渗出及水肿，间隔无明显增宽，肺泡腔内未见明

显渗出物 ；高氧损伤 24 h 时，各组肺组织结构较清

晰，肺泡间隔稍有水肿、增宽，有少量炎性细胞浸润；

高氧损伤 48 h 时，高氧对照组、PBS 组和空病毒组

肺组织结构紊乱，出现肺泡壁断裂破坏，融合成肺大

泡，肺泡间隔明显水肿、增宽，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肺

泡腔内出现水肿液及炎性细胞，可见少量红细胞，但

miR-21-5p 组较其他 3 组损伤明显减轻 ；高氧损伤

72 h 时，高氧对照组、PBS 组和空病毒组肺组织结构

均明显紊乱，肺泡壁明显断裂破坏，肺泡腔塌陷，肺

泡毛细血管扩张，肺泡间隔及肺泡腔大量炎性细胞

浸润，可见明显红细胞渗出，但 miR-21-5p 组肺泡

损伤程度较其他 3 组明显减轻。

2.2.2 肺组织病理学评分的比较（表 2）：随高氧损

伤时间延长，各组肺组织病理学评分逐渐增高。高

氧损伤 0 h 时，各组大鼠肺组织病理学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高氧损伤 24、 48 和 72 h 时，

与高氧对照组比较，PBS 组和空病毒组肺组织病理

学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 miR-

21-5p 组 肺 组 织 病 理 学 评 分 均 明 显 降 低（均 P＜
0.05）。

2.3 各组大鼠肺 W/D 比值的比较（表 2）：随高氧

损伤时间延长，各组大鼠肺 W/D 比值均逐渐增高。

高氧损伤 0 h 时，各组大鼠肺 W/D 比值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高氧损伤 24、 48 和 72 h 时，与

图 1 光镜下观察各组 HALI 大鼠高氧损伤后各时间点肺组织病理学改变（HE 染色  高倍放大）

表 1 各组 HALI 大鼠高氧损伤各时间点 OI 和 RI 的变化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OI（mmHg） RI

损伤 0 h 损伤 24 h 损伤 48 h 损伤 72 h 损伤 0 h 损伤 24 h 损伤 48 h 损伤 72 h

高氧对照组 40 446.67±29.93 306.19±37.23 269.70±29.00 203.81±43.40 0.25±0.04 0.31±0.06 0.38±0.06 0.46±0.07

PBS 组 40 450.95±30.54 310.48±29.17 268.52±25.24 202.87±39.86 0.26±0.05 0.32±0.04 0.39±0.06 0.49±0.07

空病毒组 40 443.33±31.54 307.15±31.79 267.28±24.83 185.24±31.22 0.25±0.05 0.35±0.06 0.42±0.07 0.50±0.08

miR-21-5p 组 40 444.76±30.30 358.10±29.25 a 336.67±29.27 a 323.81±19.05 a 0.24±0.06 0.23±0.05 a 0.28±0.07 a 0.30±0.04 a

注 ：与高氧对照组比较，aP＜0.05 ；1 mmHg＝0.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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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氧对照组比较，PBS 组和空病毒组肺 W/D 比值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 miR-21-5p 组肺

W/D 比值均明显降低（均 P＜0.05）。

3 讨 论

 HALI 是一种以急慢性肺组织细胞损伤为基础，

肺组织水肿、炎性渗出和肺不张等为病理特征，并严

重影响肺通气、换气功能的肺部炎症。生理条件下，

机体会产生生理水平的活性氧自由基（ROS），如羟

自由基、H2O2 及超氧阴离子等，同时抗氧化系统也

会不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机制迅速清除这些 ROS，

使机体氧化 / 抗氧化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研究已经

证实，大鼠长时间接触高浓度氧会导致 HALI［9-10］；

其主要机制是机体长时间持续吸入高浓度氧气后，

在肺内可产生大量 ROS 及其衍生物并聚集，从而破

坏机体氧化 / 抗氧化系统，导致细胞多种酶被灭活、

DNA 损伤和脂质膜过氧化［11-12］；而且炎症反应贯

穿整个 HALI 过程，并出现典型的三期炎症改变：渗

出期 ：微血管充血、出血、微血栓形成，蛋白质渗出，

肺间质和肺泡内水肿液及炎性细胞浸润 ；增生期 ：

基底膜损伤、坏死，AEC Ⅱ大量增生 ；纤维化期 ：肺

泡间隔和肺泡腔壁广泛增厚，胶原结缔组织增生致

弥漫性不规则纤维化，肺血管管壁广泛纤维增厚，动

脉扭曲变形［13-16］。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

研究发现，细胞功能失衡与细胞凋亡才是 HALI 发

生的主要环节［17］。AEC Ⅱ作为肺脏特有的功能细

胞，是高氧攻击的主要靶细胞，其凋亡参与了 HALI

的发生发展过程［18-20］，而抑制 AEC Ⅱ凋亡可有效

减轻 HALI 程度［21-22］。研究证实，持续高氧暴露后

会产生大量 ROS，且暴露时间越长，氧浓度越高，

ROS 在肺组织中的堆积越多，细胞凋亡越明显［23］。

Buccellato 等［24］发现，当阻断 ROS 产生后，可明显

抑制 AEC Ⅱ凋亡。因此，抑制 AEC Ⅱ凋亡成为治

疗 HALI 的新方向。

 miRNA 是一类小分子非编码 RNA，主要通过

RNA 干扰机制在转录后水平负性调控约 30% 的人

类基因［25］，这些基因参与了细胞生长发育到细胞凋

亡的整个生命过程［26-27］。作为细胞内重要的调控

分子，miRNA 在多种细胞的凋亡信号转导通路中

发挥关键作用［28］。miR-21-5p 是 miR-21 的一种，

miR-21 是一种抗凋亡基因，目前在肿瘤相关研究中

最多，并且研究发现其在大多数肿瘤中高表达［29］。

另有研究报道，miR-21 可通过下调 Bax/Bcl-2 比值、

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caspase-3）活

性、人第 10 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

基因（PTEN）及程序性细胞死亡因子 4（PDCD4）的

表达抑制人脑胶质瘤 U87MG 细胞［30］、胃癌细胞［31］、

神经细胞［32］、K562 细胞［33］等多种细胞凋亡。本研

究显示，随着高氧时间的延长，各组大鼠 OI 逐渐减

小，RI、肺 W/D 比值及肺组织病理学评分逐渐升高，

大鼠肺组织结构的病理破坏程度也同时增加 ；但是

当转染 miR-21-5p 后发现，高氧损伤 0 h 时，各组大

鼠 OI、RI、肺 W/D 比值及肺组织病理学评分无明显

差异，24 h 起，miR-21-5p 组 OI 明显高于其他 3 组，

而 RI、肺 W/D 比值及肺组织病理学评分明显低于

其他 3 组；说明 miR-21-5p 能有效减轻 HALI 程度，

对大鼠肺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其机制尚待进一

步研究。

4 结 论

 本研究从功能学、形态学方面证实 miR-21-5p

过表达对 HALI 大鼠肺组织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

为 HALI 的基因治疗提供了可行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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