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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氧诱导因子在肾脏疾病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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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摘要】低氧诱导因子一1(HIF一1)由HIF一1 0【和HIF一1 B通过螺旋一环一螺旋(bHLH)结构构成，具有

多种生物学作用。在低氧反应中HIF—l d表达增高、降解下降，参与糖及铁代谢、氧运输、细胞的生长与凋亡、

血管张力调控以及多种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具有特殊意义；特别是在哺乳动物机体功能缺氧条件下，高表达

的HIF一1对肾脏发挥双重作用，一方面通过调节重组人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转化生长因子(TGF)、诱导

细胞凋亡等损害肾脏功能；另一方面通过促进肾脏组织细胞代谢、改善肾脏血流动力学、增强肾脏对缺氧的适

应能力、减轻肾脏损伤，发挥保护肾脏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HIF一1在肾脏缺氧中的作用，将提高对。肾脏疾病

的全面认识，并将在防治肾脏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低氧诱导因子一1； 肾脏疾病

低氧诱导因子一1(HIF一1)由Semenza于1992年首先

报道，是低氧反应中具有特殊意义的DNA序列⋯。HIF一1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录调节因子，尤其是在哺乳动物机体功

能缺氧条件下，HIF一1表达升高。HIF一1是由HIF一1 d和

HIF一1 B构成的一个异源二聚体转录因子，通过调节靶向基

因等调控血管张力、介导机体糖及铁的代谢过程，参与缺血

性心血管疾病、低氧性肺动脉高压、休克和炎症反应"o。新

近研究表明，HIF一1是机体在缺氧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的转

录因子之一，低氧状态时HIF—l表达增高，伴随降解减少，

高表达的HIF—l通过调控一系列下游因子对肾脏组织产生

病生理学效应b圳。现将HIF一1在肾脏疾病中的作用综述

如下。

1 H咂一1的组成和靶基因的调节

HIF—l由HIF一1d和HIF一1 B构成¨1，具有螺旋一环一

螺旋(bHLH)结构。HIF—l B在细胞内表达稳定；而HⅡ'一1Ⅸ

的表达则与细胞内的氧水平密切相关，非缺氧状态时HⅡ1．1仪

的表达与降解处于动态平衡，而低氧状态下HIF一1 d表达增

高、降解减少。细胞质内的mF一1 Q进入细胞核，并通过特

定的bHLH—PAs结构域与HIF—l B构成HIF一1复合物；细

胞核内的HⅢ一l通过募集转录活化子，如组蛋白乙酰转移

酶、帽结合蛋白、环磷酸腺苷(AMP)结合蛋白与HIF—l下游

靶基因启动子区的低氧反应元件(HRE)结合，调控相关基

因的开始转录‘5j。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0s)、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VEGF)、促红细胞生成素(EP0)、人血红素氧合酶1

(H0—1)、酪氨酸羟化酶、腺苷酸激酶、乳酸脱氢酶(LDH)、血

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DGF)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等都

是HIF调控下的靶向因子，他们均参与了糖代谢、氧运输及

细胞的生长和凋亡等¨·。

2肾脏与缺氧的机制

肾脏对于缺氧的反应比较敏感，这种敏感性与。肾脏的血

管系统有关，也与管状上皮细胞氧耗量的高水平表达有关。

肾小管上皮细胞及肾小管周围成纤维细胞是构成肾小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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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肾脏组织病变的主要生物学

基础"J。肾脏缺氧的机制，在肾小球系统方面的影响有18 J：

①炎症肾小球细胞可以导致氧的弥散及毛细血管网减少，

且免疫复合物大量沉积；②大量免疫细胞不断刺激肾小管

上皮细胞，并对其进行吞噬及消化，导致肾小管上皮细胞氧

耗增加；③氧化应激诱发线粒体呼吸链解耦联，导致能量耗

损增加；④肾脏毛细血管压力负荷增加，可导致或加重肾

脏硬化，也会发生肾小球高压、高灌注、高滤过等血流变化；

⑤血管作用物质平衡紊乱引起管周毛细血管血流减少；

⑥受体或受体后机制促进肾小球内高密度脂蛋白(HDL)不

断聚集，加重肾脏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此外，肾小球贫血

性病变引起肾组织供氧降低，导致缺氧。研究表明，缺氧是

肾脏纤维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微环境因素¨1。肾组织细胞，特

别是肾小管细胞，由于缺氧导致血液灌注差，因为它们的适

应性反应及需氧量由HIF一1上调表达∽o。缺氧和HⅢ一1诱

导肾组织纤维化的发生。血管生成不充分引起缺氧，纤维化

导致周细胞丢失，因此，研究周细胞的修复对克服缺氧和纤

维化是个很有前景的方向。亦有研究发现，新的小分子脯氨

酰羟化酶(PHD)可抑制HIF表达，调节其翻译后的稳定性

并增强其活性¨0I。

3 HIF-1在肾脏疾病中的双刃剑作用

HIF一1在肾脏疾病中的作用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

过调节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转化生长因子(TGF)的

表达、诱导细胞凋亡等损害肾脏功能；另一方面通过促进肾

脏组织细胞代谢，改善肾脏血流动力学，增强肾脏对缺氧的

适应能力减轻肾脏损伤，而起到保护肾脏的作用。

3．1 HIF一1的损害作用：HIF一1是人体细胞内介导的缺氧

反应性类转录因子，是细胞低氧的可靠性标志物；它参与了

多种与缺氧有关的病理生理途径，炎症、肿瘤、细胞代谢等，

研究表明，HIF一1对cTGF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HIF一1 0【

在慢性马兜铃酸肾病(CAAN)大鼠肾小管间质表达逐渐升

高，提示肾脏小管间质存在缺氧，随着肾组织损伤的加重，

进入失代偿期，最终发生纤维化。11|。研究发现，在糖尿病模

型中，HIF—l d参与糖尿病肾脏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发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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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F一1 d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增加∞J。在严重烫伤模型中，

HIF一1 d表达增强，可能参与了肾组织细胞凋亡‘31；在脓毒

症模型中，同样观察到HIF一1 0【表达增强，可能参与了组织

器官的损伤、1 2|。HIF总的转录活性对肿瘤生长有明显的促

进作用，但每个单独HIF反应基因表达对肾脏肿瘤的生长

既可以提高，又可以降低，或没有影响¨3I。HIF对异种移植

模型肿瘤生长的重要性，在786一。细胞中HIF一1 B的蛋白

表达被HIF一1 8—1770结构稳态抑制。已证实，缺氧是实体

肿瘤的预后因子。141。很多缺氧表现的非肾脏癌症，其HlF一

1 d的水平和缺氧调节基因的表达亦有升高，这与肿瘤的进

展和患者预后相关。1“。HIF一1仅在正常肾组织里表达较

少，但在肾透明细胞癌中大多表达明显上升¨“。研究显示，

HIF一1 d参与了肾细胞癌的血管形成和发展，可作为肾透明

细胞癌的独立预后指标‘17 1。已知vEGF是肿瘤血管形成和

发展的主要调节因子，而HIF一1仪与vEGF表达密切相关。

Tumer等¨引研究发现，HIF一1 d可促进VEGF的转录，增

加vEGF mRNA的稳定性，而肾肿瘤细胞去除HIF—lⅡ后，

vEGF表达水平降低，微血管生成减少，肾肿瘤缺氧加重。

HIF—l水平与肾脏排泄也密切相关¨9I。不同于心排血

量(CO)、平均动脉压(MAP)、每搏量(SV)、滤过分数、肾功能

改变的神经，肾脏加压素等，低氧诱导的抗利尿激素，通过压

力感受器介导抗利尿激素释放。缺氧患者常有心肺疾病和

。肾脏血流动力学问题，也很难划定缺氧在任何异常缺氧肾排

泄中的特殊作用。20 o。缺氧与肾神经刺激相关，也可能影响

肾小管的重吸收。缺氧对尿流的可变性影响，可能与缺氧的

程度不同、肾血流动力学的改变、动脉血pH值的异常、二氧

化碳压力的变化有关旧1I。

2．2 HIF一1的保护作用：HIF一1 0【是低氧状态下的主要调

节因子，研究证明，HIF一1仅可调控大多数缺氧相关靶基因

的表达，减轻机体对缺氧造成的损害f22I。缺血、缺氧状态

下，HIF一1大量表达，参与缺氧组织细胞的各种代谢，对肾脏

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3I。研究表明，大鼠烫伤引发的全身

缺血、缺氧状况及肾脏损害，可以诱导HIF一1 d表达明显上

升Ⅲo。所以，HIF一1 d的表达可诱发下游靶基因的大量启

动。2“，调节能量营养代谢、减轻缺氧对。肾脏组织的损害o 261。

Kudo等”o亦指出，在大鼠肾小球肾炎模型中，HIF一1 d能

明显减轻肾小球肾炎的进展。已证实，肾组织缺血性损伤时，

HlF一1诱导EP0和H0—1的表达，从而减轻。肾脏组织细胞

损伤【2⋯。此外，单纯肾脏缺血亦能激活HIF一1的表达，并促

进下游基因的产生。Matsumoto等’29。研究也发现，在肾脏急

性缺血、缺氧模型中亦存在HIF—l仅的表达。

有研究发现，晚期缺血预适应能显著改善缺血／再灌注

(豫)后肾脏的形态和功能，能明显减轻I，R导致的肾脏细胞
的病理性损伤，提高实验小鼠存活率’3⋯，这种保护作用可能

与HIF高表达有关，在实验性血栓毛细血管疾病中，HIF一1

调控vEGF的表达，保护肾脏组织∞¨。Heyman等¨副研究

发现，HIF一1旺在改善造影剂诱导的肾脏疾病肾髓质部低氧

应激中有重要作用。有研究显示，氯沙坦可能通过降低进展

性肾炎大鼠模型HIF—l仅和cTcF的mRNA表达，减轻对肾

小管一间质纤维化的影响从而发挥对肾脏的保护作用。3⋯。

有学者认为，HIF一1 d可能通过诱导CTGF的表达参与肾

脏组织纤维化的发生发展。Kimura等Ⅲo发现，pvHL，基因

敲除后的实验小鼠肾间质纤维化面积明显增加，通过注射

HIF一1仪拮抗剂YC一1．可抑制其。肾纤维化的进展。因此，抑

制HIF一1仪的表达可能是延缓或治疗肾脏纤维化的新方法。

3展望

HIF一1具有多种生物学作用，调控着多种靶基因。深入

研究HIF一1在肾脏疾病缺氧调节中的双重作用和影响，可

以发现治疗肾脏疾病的新靶点，将提高对肾脏发病机制的全

面认识，并在预防和治疗肾脏疾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诸多类型的肾脏疾病与缺氧状态都有密切关联，HIF一1

的出现可能会加重病变的进展。尽管HIF一1与肾脏疾病密

切相关，但对于HIF—l d在肾脏疾病恶化过程中的具体作

用机途径，以及肾脏低氧过程是否诱导相关下游因子的产生

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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