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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清肾颗粒对肾纤维化大鼠黏着斑激酶 -Ras-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信号转导通路的干预作用

王亿平 戴昭秋 王东 唐锦囊 胡顺金 任克军 金华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 目的 观察中药清肾颗粒对肾间质纤维化（RIF）大鼠肾组织黏着斑激酶 -Ras- 丝裂素活化蛋白

激酶（FAK-Ras-MAPK）信号转导通路的影响。方法 将 40 只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模

型组、百令胶囊组和清肾颗粒组，每组 10 只。采用单侧输尿管结扎（UUO）法制备 RIF 大鼠模型。术后百令胶

囊组将百令胶囊溶于 4 mL 温水按 0.3 g·kg-1·d-1 灌胃 ；清肾颗粒组将清肾颗粒溶于 4 mL 温水按 6 g·kg-1·d-1 

灌胃，正常对照组和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8 周后检测各组大鼠血尿素氮（BUN）、肌酐（SCr）、纤维连

接蛋白（FN）、α- 肌动蛋白（α-SMA）水平 ；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各组大鼠肾组织 FAK、Ras、p38MAPK、FN、

α-SMA 的表达水平。结果 模型组大鼠血清 BUN、SCr、FN、α-SMA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 ；清肾颗粒组和

百令胶囊组给药前血清 BUN、SCr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给药后两组 BUN、SCr、FN、

α-SMA 均较模型组显著降低，且以清肾颗粒组降低更显著〔BUN（mmol/L）：13.18±4.91 比 18.56±5.59，SCr

（μmol/L）：104.80±12.04 比 119.02±12.47，FN（mg/L）：29.72±16.75 比 46.38±8.63，α-SMA（kU/L）：5.49±2.68

比 7.13±2.37，均 P＜0.05〕；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模型组大鼠肾脏组织中 FAK、Ras、p38MAPK 及 FN、α-SMA

表达均高于正常对照组，清肾颗粒组和百令胶囊组上述各指标表达均较模型组显著降低，且以清肾颗粒组的下

降程度更显著（FAK：3.00±1.41 比 5.28±2.21，FN：4.25±1.04 比 6.29±2.06，α-SMA：3.25±1.28 比 4.86±1.57，

p38MAPK ：2.50±1.31 比 4.71±2.50，Ras ：3.50±1.41 比 4.29±1.38，均 P＜0.05）。结论 清肾颗粒可以降低

RIF 大鼠血清 BUN、SCr 水平，抑制肾脏内 FAK-Ras-MAPK 信号转导通路的活化，从而减少 FN 和 α-SMA 生成，

发挥抗 RIF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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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Qingshen granule on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of fokal adhesion kinase-rat sarcoma-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FAK-Ras-MAPK) in 
renal tissue of rats with renal interstitial fibrosis (RIF). Methods Forty Spargue-Dawley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 model, Bailing capsule and Qingshen granule groups (each, n = 10). The rat model with 
RIF was reproduced by unilateral ureteral obstruction (UUO) or ligation method. The rats in Bailing capsule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Bailing capsule dissolved in 4 mL warm water, and the dosage was 0.3 g·kg-1·d-1 for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the rats in Qingshen granule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Qingshen granule dissolved in 4 mL warm water, its 
dosage was 6 g·kg-1·d-1 for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and equal volume of normal saline was given to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model group by gavage. After treatment for 8 weeks, the levels of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serum creatinine 
(SCr), fibronectin (FN), α-smooth muscle actin (α-SMA) were determined in each groups. The renal tissue expression 
levels of FAK, Ras, p38MAPK, FN, α-SMA were determined in various group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metho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serum BUN, SCr, FN and α-SMA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model group.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serum BUN and SCr 
before administration of drugs between Bailing capsule group and Qingshen granule group (both P > 0.05). The levels of 
BUN, SCr, FN, and α-SMA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ed in the two treatment groups than those of the model group after 
administration, the descent in Qingshen granule group being more marked [BUN (mmol/L): 13.18±4.91 vs. 18.56±5.59, 
SCr (μmol/L): 104.80±12.04 vs. 119.02±12.47, FN (mg/L): 29.72±16.75 vs. 46.38±8.63, α-SMA (kU/L):  
5.49±2.68 vs. 7.13±2.37, all P < 0.05]. The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showed: the kidney tissue expression 
levels of FAK, Ras, p38MAPK, FN, and α-SMA in the mode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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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间质纤维化（RIF）是各种慢性肾脏病（CKD）

进展至终末期肾疾病（ESRD）的共同特征，近年来

研究发现，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MAPK）级联途径

参与了 RIF 发生发展过程，其中黏着斑激酶（FAK）-

Ras-MAPK 信号转导通路起着关键性作用［1-2］。本

研究采用单侧输尿管结扎（UUO）法制备大鼠 RIF

模型，观察其肾脏 FAK-Ras-MAPK 信号转导通路

的变化及清肾颗粒对该通路的干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药物与试剂 ：清肾颗粒由白花蛇舌草、黄

连、生大黄、薏苡仁、白术、丹参、益母草等 14 味药物

组成。药材由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房提

供，有固定的产地和中药质控，由安徽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制剂中心制成。百令胶囊为阳性对照药，

主要成份为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由杭州中美华东制

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Z10910036。

 FAK、Ras、p38MAPK、α- 肌动蛋白（α-SMA）、

纤 维 连 接 蛋 白（FN）抗 体 购 自 北 京 博 奥 森 生 物

技 术 有 限 公 司，批 号 分 别 为 151230G、12135A、

54480、121464J、909098W ；DAB 试 剂 盒（批 号 ：

K1266071）、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霉卵白素（SP）免

疫组化试剂盒（批号 ：12122A11）购自北京中杉金

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α-SMA 和 FN 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ELISA）试剂盒购自上海源叶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批号分别为 H32711、H30145。

1.2 实验动物模型制备及给药方法 ：选择 2 个月龄

清洁级 SD 雄性大鼠 40 只，体质量（200±10） g，由

安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 ：

SCXK（皖）2011-002。 室 温 20～24 ℃，相 对 湿 度

45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正常对照组、模

型组、百令胶囊组和清肾颗粒组，每组 10 只。腹腔

注射 10% 的水合氯醛 3 mL/kg 麻醉大鼠，选择左侧

背部肋下约 0.5 cm 处局部剃毛、消毒，依次切开皮

肤、肌层至腹腔，游离左侧肾脏及输尿管，制备 UUO

大鼠 RIF 模型。

 各组动物均于制模后次日开始灌胃，每日 1 次，

动物灌胃方法和剂量参照陈奇主编的《中药药理

研究方法学》剂量公式 ：大鼠剂量＝人的剂量 × 

0.71/0.11。

 百令胶囊组大鼠将百令胶囊溶于 4 mL 温水按

0.3 g·kg-1·d-1 灌胃 ；清肾颗粒组将清肾颗粒溶于 

4 mL 温水按 6 g·kg-1·d-1 灌胃 ；正常对照组和模型

组每日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疗程为 8 周。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 指标检测及方法 ：分组后当天采用尾静脉采血

法取血 1 次，用于检测大鼠给药前尿素氮（BUN）、血

肌酐（SCr）。于给药后第 8 周末禁食 12 h，腹腔注射

10% 水合氯醛 3 mL/kg 麻醉，腹主动脉取血，分离血

清，-20 ℃冰箱保存备用，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 FN、

α-SMA、BUN、SCr 水平 ；摘取术侧肾脏，置于 10%

中性甲醛水溶液中固定，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肾组织

FAK、FN、Ras、α-SMA、p38MAPK ；苏木素 - 伊红

（HE）染色病理学观察。

 采用 Image Pro plus 多媒体彩色病理图像分析

软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每张切片均由两位病理

医生在高倍镜下随机观察 10 个视野，按照胞膜和胞

质的染色程度及染色细胞百分率进行半定量评分 ：

基本不着色者为 0 分，着色淡者为 1 分，着色适中

者为 2 分，着色深者为 3 分 ；计算阳性细胞占细胞

总数的百分比，阳性细胞≤10% 为 0 分，11%～30%

为 1 分，31%～60% 为 2 分，≥61% 为 3 分。 用 磷

酸盐缓冲液（PBS）代替一抗为阴性对照。

1.4 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 17.0 软件处理数据，计

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内治疗前后

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大鼠的一般情况比较 ：实验过程中，由于

麻醉药过量、感染、手术损伤，最终 31 只大鼠完成，

即正常对照组 9 只，模型组 7 只，清肾颗粒组 8 只，

百令胶囊组 7 只。实验过程中，正常对照组大鼠精

神良好，饮食如常。模型组大鼠精神差，反应慢，体

control group, above indexe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in Bailing capsule group and Qingshen granule group than those 
of the model group, and the descent in Qingshen granule group was more obvious (FAK: 3.00±1.41 vs. 5.28±2.21, 
FN: 4.25±1.04 vs. 6.29±2.06, α-SMA: 3.25±1.28 vs. 4.86±1.57, p38MAPK: 2.50±1.31 vs. 4.71±2.50, Ras: 
3.50±1.41 vs. 4.29±1.38, all P < 0.05). Conclusion Qingshen granule can reduce serum BUN and SCr levels in 
rats with RIF, and inhibit the activation of FAK-Ras-MAPK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in the kidney, thereby it may 
reduce the generation of FN and α-SMA and play a role of anti-RIF.

【Key words】 Renal fibrosis; Fibronectin; α-smooth muscle actin; Fokal adhesion kinase-rat sarcoma-
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Chinese medicine Qingshen gran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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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组、百令胶囊组均较模型组显著降低，且以清肾

颗粒组下降更显著（P＜0.05）。

3 讨 论

 RIF 的重要机制之一是肾小管上皮细胞 - 间充

质细胞转化（EMT），研究表明 1/3 以上新增纤维细

胞来源于 EMT［3］。目前，关于 RIF 信号转导的研究

表明，MAPK 级联途径参与了 RIF 的发生发展过程，

其中 FAK-Ras-MAPK 信号转导通路起着关键性的

作用［2］。

 FAK 在细胞活化、增殖、迁移等活动中起重要

作用，在整合素信号通路中起关键作用［4］。FAK 活

化后可进一步激活其下游信号转导通路［5］。FAK

下游信号转导通路主要有 3 条，即 FAK-Ras-MAPK

通 路、FAK- 磷 脂 酰 肌 醇 -3 激 酶（FAK-PI-3K）通

路及 FAK- 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FAK-STAT1）通

路，在 RIF 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 FAK-Ras-MAPK

通路［6］。FAK-Ras-MAPK 通路包括两方面［7］：一

是通过 Crk 激活 Ras-MAPK 途径 ；二是通过 Grb2

激 活 Ras-MAPK 途 径。 活 化 的 Ras 可 进 一 步 活

化 Raf 蛋 白，后 者 可 激 活 MAPK 系 统。MAPK 系

统在哺乳动物中包括 3 个亚族，分别是细胞外信

号调节蛋白激酶（ERK）、Jun 氨基末端激酶（JNK）

和 p38MAPK，其 中 p38MAPK 主 要 由 应 激 信 号 激

活并参与多种细胞的诱导凋亡，是控制炎症反应最

主要的 MAPK 家族成员之一，因此 p38MAPK 通路

又称为 MAPK 应激通路，是目前信号转导领域研

究的热点。p38MAPK 在 RIF 进展中起关键作用，

主要参与细胞转分化及细胞外基质（ECM）合成 

等 过 程［8-10］。p38MAPK 在

糖尿病肾病的纤维化中发

挥重要作用［11］。p38MAPK

在正常大鼠肾小管间质很

少表达，而在 UUO 模型大

鼠肾小管间质中表达明显

增 多，且 磷 酸 化 p38MAPK

（P-p38MAPK）表 达 亦 明

显增加［12］。有研究发现，

p38MAPK 可能参与了 UUO

大鼠肾小管间质纤维化过

程，他汀类药物可能是通过

抑制其活性而达到抗肾小

管间质纤维化作用的［13］。

 慢性肾衰竭（CRF）

患者素体脾肾亏虚、感受外

表 1 各组大鼠给药前后 BUN、SCr 水平的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BUN（mmol/L） SCr（μmol/L）

给药前 给药后 8 周 给药前 给药后 8 周

正常对照组 9 4.69±0.68 6.61±1.42 25.98±2.57 27.93±  4.09

模型组 7 4.78±0.57 23.89±7.43 a 27.92±4.80 131.03±13.61 a

百令胶囊组 7 4.34±0.53 18.56±5.59 ab 27.73±3.98 119.02±12.47 a

清肾颗粒组 8 4.91±0.79 13.18±4.91 abc 29.65±4.63 104.80±12.04 abc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aP＜0.05 ；与模型组比较，bP＜0.05 ；与百令胶囊组比较，cP＜0.05

表 2 各组大鼠给药后 8 周肾组织免疫组化半定量评分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只） FAK（分） FN（分） Ras（分） α-SMA（分） p38MAPK（分）

正常对照组 9 0.20±0.42 0.40±0.70 0.32±0.10 0.20±0.42 0.10±0.32

模型组 7 6.43±2.51 a 7.00±2.00 a 6.57±1.81 a 6.29±2.06 a 5.57±1.81 a

百令胶囊组 7 5.28±2.21 ab 6.29±2.06 ab 4.29±1.38 ab 4.86±1.57 ab 4.71±2.50 ab

清肾颗粒组 8 3.00±1.41 abc 4.25±1.04 abc 3.50±1.41 abc 3.25±1.28 abc 2.50±1.31 abc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aP＜0.05 ；与模型组比较，bP＜0.05 ；与百令胶囊组比较，cP＜0.05

表 3 各组大鼠给药后 8 周 
血清 FN、α-SMA 水平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只） FN（mg/L） α-SMA（kU/L）

正常对照组 9 15.89±  7.34 2.62±1.35

模型组 7 210.39±40.27 a 13.02±4.91 a

百令胶囊组 7 46.38±  8.63 ab 7.13±2.37 ab

清肾颗粒组 8 29.72±16.75 abc 5.49±2.68 abc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与

百令胶囊组比较，cP＜0.05

毛干枯，饮水量减少，摄食量减少，尿量明显减少，同

时体重下降。清肾颗粒组大鼠一般情况较模型组有

所减轻。百令胶囊组表现介于清肾颗粒组与模型组

之间。

2.2 各组大鼠血清 BUN、SCr 比较（表 1）：各组大

鼠给药前血清 BUN、SCr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给 药 8 周 后 模 型 组 大 鼠 血 清 BUN、

SCr 均高于正常对照组，百令胶囊组和清肾颗粒组

BUN、SCr 较模型组显著降低，且以清肾颗粒组的下

降程度更显著（均 P＜0.05）。

2.3 各组大鼠肾组织免疫组化半定量评分比较 

（表 2 ；图 1）：模型组、清肾颗粒组和百令胶囊组大

鼠 肾 脏 组 织 FAK、Ras、p38MAPK、α-SMA 及 FN

半定量评分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但清肾颗粒组、

百令胶囊组均较模型组显著降低，且以清肾颗粒组

下降更显著（P＜0.05）。

2.4 各组大鼠血清 FN、α-SMA 水平比较（表 3）：

模型组、清肾颗粒组和百令胶囊组大鼠肾脏组织

FN、α-SMA 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但清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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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K

正常对照组 模型组

Ras

p38MAPK

α-SMA

FN

清肾颗粒组白苓胶囊组

图 1 各组大鼠肾组织 FAK、FN、α-SMA、p38MARK、Ras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中倍放大）

邪而由表入里化热，湿热既为病因，又为病理产物，

两者形成恶性循环，即所谓“湿热伤肾”［14-16］。由

于湿热郁阻气机可致气血运行不畅、湿热久积入络

伤血易致瘀、湿热留恋耗气伤阴也致血瘀，故血瘀也

可随湿热贯穿于 CKD 发生发展的始终［17-19］。可见，

湿热与瘀交结，是导致 CKD 不断进展的根本原因，

湿热的病理过程反映了 CKD 的迁延波动特点。基

于此理论研制出的清肾颗粒已成功运用于临床治疗

CRF 10 余年，由白花蛇舌草、丹参、茵陈蒿、黄连、生

大黄等药物组成，具有清热化湿祛瘀的功效。本课

题组前期临床研究已证实，清肾颗粒（汤）能够通过

多种途径，有效减轻 CRF 湿热证患者的临床症状、

保护残余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20-23］。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UUO 的 RIF 大鼠肾脏内

FAK-Ras-MAPK 信号转导通路呈高度激活状态，

该通路的激活时可导致 FN、α-SMA 生成增加，是

RIF 的重要环节之一；而肾脏和血清中 FN、α-SMA

的高表达，均提示发生 ECM 增殖和肾小管 EMT 作

用，导致 RIF 的发生进展。清肾颗粒可以显著降低

RIF 大鼠血清 BUN、SCr 水平，减轻大鼠肾组织的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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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反应及病理损害程度，从而起到抗 RIF 的作用，推

测其部分机制可能为抑制肾脏内 FAK-Ras-MAPK

信号转导通路活化，进而减少 FN 和 α-SMA 生成、

抑制肾脏内 ECM 增生和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过

程，从而发挥抗 RIF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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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杂志再次荣获 “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再次荣获 “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 由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是中国高等院

校中第一个综合性的科学评价中心，是集科研、人才培养和评价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中介性实体机构。中心由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图书馆、计算机中心、图书情报研究所、数学与统计学院等单位有关学科的研究人员组建而成，

是一个文理交叉的跨学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核心期刊评价研究报告》 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按照科学、合理的多指标评价体系，对 6 448 种 

中国学术期刊进行了分析评价，得出 65 个学科的学术期刊排行榜。

 《中国学术期刊排行榜》 是对我国所有学术期刊质量、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的全面、系统的评价，对选刊投稿、期刊订购、学

术评价、科研管理、人事管理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实际指导作用。

 第三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既按照各期刊的指标综合得分排名，又按照排序将期刊分为 A+、A、A-、B+、B、C 6 个等级，以

增加评价结果表示的合理性和充分性。本次共有 6 448 种中文学术期刊参与评价，经过综合评价后得到期刊相应的等级，在

分学科评价中共计 1 939 种学术期刊进入核心期刊区，其中权威期刊（A+）327 种，核心期刊（A）964 种，扩展核心期刊（A-）

648 种，准核心期刊（B+）1 298 种，一般期刊（B）1 922 种，较差期刊（C）1 289 种。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原刊名《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和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在第三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

中被再次分别评为“RCCSE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和“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这是两种期刊第三次蝉联该等级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