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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素加氧酶一1对脓毒症小鼠

肺损伤炎症反应的调节作用

牛占丛1段国辰2刘军肖1 郭涛2刘洪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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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摘要】目的探讨血红素加氧酶一l(H0一1)对脓毒症肺损伤及炎症反应的调节作用。方法成年雄

性C57BL／6小鼠128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l=32)、急性肺损伤(ALI)模型组(n=32)、H0一l抑制

剂znpp一Ⅸ组(ALI+znpp一Ⅸ组，凡=32)和HO—l诱导剂Hemin组(ALI+Hemin组，n=32)。采用盲肠结扎穿

孔术(CLP)复制脓毒症小鼠ALI模型。各组于术前24 h腹腔注射相应药物干预(znpp一Ⅸ10岬。肌g，Hemin
80岬。肌g)，sham组和模型组给予生理盐水。术后24 h观察大鼠肺损伤评分、肺湿／干质量(w巾)比值及氧

合指数；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总细胞数和中性粒细胞(PMN)数及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PO)活

性；测定血清炎性介质c一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一6(IL一6)和高迁移率族蛋白Bl(HMGBl)的水平；用

反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m Blot)测定肺组织HO一1的mRNA和蛋白

表达水平。结果与Sham组比较，ALI模型组肺损伤评分(分：9．4±1．5比0±0)、肺w，D比值(6．2±0．8比

3．1±O．5)、BALF总细胞数(×105／mL：6_2±0．8比2．5±O．3)、PMN(×105／mL：4．6±0．8比0．4±0．1)、MPO活

性(U／g：16．7±2．1比1．6±0．2)、CRP(mg，L：47．8±6．7比2．1±0．4)、IL一6(n∥L：378．4±42．7比142．1±26．3)、

HMGBl(岬儿：68．5±11．3比7．6±1．1)水平及HO一1的mRNA[吸光度(A值)：o．42±o．07比o．20±O．03]、蛋

白表达(A值：O．38±0．04比0．14±0．02)和活性(pmol／mg：94．6±11．2比49．2±7．5)均增加，氧合指数明显降低

[mmHg(1 mm№=o．133 kPa)：130．o±21．5比467．0±56．2]。与ALI模型组比较，ALI+znpp一Ⅸ组肺损伤评分

(分：12．2±3．0)、肺w，D比值(8．6±o．9)、BALF总细胞数(×1 05，mL：7．9±1．1)、PMN(×105，mL：6．8±1．1)、

MPO活性(u，g：21．5±3．3)、CRP(mg；／L：59．2±7．9)、IL一6(ng；／L：490．6±58．3)、HMGBl(舭：93．5±16．3)明显
升高，HO一1 mRNA(A值：0．26±0．03)和蛋白表达(A值：0．19±0．02)、活性(pmol／mg：58．7±8．7)、氧合指数

(mmHg：68．1±16．4)均明显降低；ALI+Hemin组肺损伤评分(分：6．4±1．2)、肺w／D比值(4．6±0．5)、BALF总

细胞数(×105／mL：3．8±0．5)、PMN(×10一mL：2．1±O．4)、MP0活性(u儋：12．5±1．7)、CRP(mg；／L：13．7±2．1)、

IL一6(ng，L：234．6±30．2)、HMGBl(雌儿：38．4±5．7)均明显降低，HO一1的mRNA(A值：o．58±0．06)、蛋白

(A值：0．52±0．05)和活性(pmol，mg：123．5±16．5)及氧合指数(mmHg：375．2±42．7)均明显升高(均P<0．05)。

结论脓毒症肺损伤肺组织中HO—l表达上调，阻断HO一1的表达则肺损伤加重，而给予Hemin上调HO—l表

达对肺损伤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关键词】炎症；肺损伤；血红素氧合酶一1；C一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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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ory eⅡbct of heme oxygenase—l(H0一1)on 1ung injury and

innammatory response induced by sepsis． Metllods l 28 adult male C57BU6 mice were rando“y diVided into sham

gmup(n=32)，acute lung injury(ALI)model gmup(凡=32)，HO—l inhibitor Znpp—IX gmup(AU+Znpp一Ⅸgmup，

n=32)and HO一1 inducer Hemin gmup(AU+Hemin gmup，n=32)．7Ihe septic mice ALI model was replicated by

cecum ligation and puncture(CLP)operation．Twenty—four hours before operation，the corresponding drug or no珊al

saline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into each gmup；Znpp一Ⅸ10斗mol，kg and Hemin 80斗mol／kg were respectiVely

injected intmperitoneally to the corresponding gmups，the s砌e锄ount of nonIlal saline was西Ven to sh砌and model

gmups．Twenty—four hours after CLP operation，the lung injury score，lung weigh“dry fⅣ／D)ratio，and oxygenation index

were detected；total ceU counts and polymorphonuclear neutmphils(PMN)in bmnchoalVeolar laVage nuid(BALD and

the activity of myelopemxi—dase(MPO)in the lungs were measured；semm iⅢlammatory mediators C—reactiVe pmtein

(CRP)，interleukin一6(IL一6)，high mobility 99roup protein B1(HMGBl)leVels were tested．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H0一l mRNA and pmtein in lung tissue of AU mice were detected by reverse tm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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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PCR)and Westem Blof． R鹳ults Compared with sham gmup，1ung injury score(9．4±1．5 vs．0±0)，W／D mtio

(6．2±0．8 vs．3．1±O．5)，total ceU counts(×105，mL：6．2±0．8 vs．2．5±O．3)and PMN(×103／mL：4．6±0．8 vs．0．4±0．1)

in BALF，MP0 activitv(U／g：1 6．7±2．1 vs．1．6±O．2)，CRP(ml；，L：47．8±6．7 vs．2．1±O．4)，IL一6(ng几：378．4±42．7

vs．142．1±26．3)，HMGBl“上P儿：68．5±11．3 vs．7．6±1．1)，H0—1 mRNA似value：0．42±0．07 vs．0．20±O．03)，

HO一1 protein∽value：O．38±0．04 vs．0．14±0．02)，HO一1 activity(pm01／mg：94．6±1 1．2 vs．49．2±7．5)were

signi6cantly increased，and oxygenation index was lowered in ALI gmup(mmHg(1 mmHg=0．133 kPa)：130．0±21．5

vs．467．0土56．2]．Compared with ALI model gmup，1ung injury score(12．2±3．0)，W，D mtio(8．6±0．9)，total cell counts

(×105／mL：7．9±1．1)and PMN f×1旷／mL：6．8±1．1)in BALF，MPO activitv(U，g：21．5±3．3)，CRP(m#儿：59．2土7．9)，

IL一6(ng，L：490．6±58．3)，HMGBl(仙Pr儿：93．5±16．3)were obviously elevated，HO一1 mRNA∞value：0．26±O．03)and

pmtein expression似value：0．19±O．02)，activity(pmol，mg：58．7±8．7)，oxygenation index(mmHg：68．1±16_4)were
aU signmcantly decreased in ALI+Znpp一Ⅸgmup；lung injury score(6．4±1．2)，W，D ratio(4．6±0．5)，total ceU counts

(×103，mL：3．8±0．5)and PMN(×103／mL：2．1±0．4)in BALF，MPO activity(U儋：12．5±1．7)，CRP(mg儿：13．7±2．1)，

IL一6(nP；，L：234．6±30．2)，HMGB1(斗g／L：38．4±5．7)were obviously lowered，H0—1 mRNA∞value：0．58±0．06)

and pmtein expression(A value：0．52±0．05)and activity(pmol，mg：123．5±16．5)，and oxygenation index(mmHg：

375．2±42．7)were signi6cantly elevated(all P<0．05)in ALI+Hemin鼯Dup． Conclusions H0一l expression was

up—regulated in lung tissues of mice with sepsis—induced ALI，inhibition of HO一1 expression can obviously exacerbate

lung injury；on the contrary，that Hemin is given to the mice can up—regulate HO一1 expression，playing a faVomble

pmtec“ve mle in lung injury．

【Key words】 Innammation； Lung iniury； Heme oxygenase一1； C—reactive pmtein

脓毒症是导致急危重症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

针对靶器官的治疗仍是治疗脓毒症的瓶颈，目前尚

无有效救治措施，究其原因在于脓毒症靶器官损伤

的发生发展机制仍不清楚。肺脏是脓毒症时最易受

损伤的靶器官之一，急性肺损伤(ALI)在脓毒症的

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最早，且发生率最高¨。2 J。ALI

发生时，过度的炎症反应可加重肺损伤，后者导致炎

症反应进一步加重，继而在炎症反应和肺损伤之间

形成恶性循环，加剧疾病的发展¨圳。．血红素加氧

酶一1(HO一1)是一种细胞保护性蛋白，在炎症反应

过程中可以抵抗各种有害刺激导致的机体损伤，在

脓毒症、肺损伤等疾病的靶器官保护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7 o。本研究拟利用脓毒症肺损伤小鼠模型，

探讨HO一1在脓毒症肺损伤中的作用以及对炎症反

应的调节作用。

1材料与方法

1．1动物模型复制及分组处理：成年雄性C57BL／6

小鼠128只，购白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动物合格证号：SCxK(京)2014—0004，体质量20。

25 g。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小鼠分为假手术组(sham

组，见=32)、ALI模型组(n=32)、HO—l抑制剂

znpp一Ⅸ组(ALI+znpp一Ⅸ组，n=32)和HO一1诱导

剂Hemin组(ALI+Hemin组，凡=32)。用盲肠结扎

穿孔术(CLP)复制脓毒症小鼠肺损伤模型¨J。假

手术组动物开腹只进行相同的操作，不进行盲肠结

扎和穿孔。ALI+znpp一Ⅸ组和ALI+Hemin组给予

HO一1抑制剂znpp一Ⅸ和诱导剂Hemin。Hemin和

znpp一Ⅸ用O．1 m01／L的NaOH溶解，再用O．01 mol／L

磷酸盐缓冲液(PBS)调节pH值至7．4。Znpp一Ⅸ于
术前24 h腹腔注射10¨mo肽g，Hemin于术前24 h

腹腔注射80肛mol／I【g【9 J，Sham组和模型组给予生理

盐水。

本实验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所有实验过程均

经河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批准。

1．2检测指标和方法

1．2．1存活率检测：取80只动物用于观察制模后

1、2、3、5和7 d的存活率。

1．2．2肺损伤评分：取肺组织，常规石蜡包埋，切

片厚约5¨m，苏木素一伊红(HE)染色，BX5l光镜

(×400，日本Olympus公司)下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

变，按照文献[10一11]的方法进行肺损伤评分：肺

泡充血；肺内出血；肺泡腔或血管壁中性粒细胞浸

润或聚集；肺泡壁增厚和(或)透明膜形成；依据损

伤程度进行评分，无损伤为0分，轻度损伤为1分，

中度损伤为2分，重度损伤为3分，极重度损伤为

4分，取4项评分之和为肺损伤评分。

1．2．3肺组织湿／干质量(w／D)比值测定：实验

24 h每组取6只大鼠处死，取部分肺组织，用生理盐

水充分漂洗，滤纸吸干多余水分，称湿质量(w)，置

于恒温干燥箱60℃烘干24 h称干质量(D)，计算两

者之比。

1．2．4氧合指数检测：实验结束后麻醉小鼠，经口

气管内插管以保持气道通畅，切开颈部用肝素钠稀

释液浸润过的一次性注射器抽取右侧颈总动脉血，

用GEM Premier 3000全自动血气分析仪测定血气。

1．2．5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总细胞数和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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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细胞(PMN)测定：小鼠麻醉后经颈切开气管插

入静脉留置针，开胸并结扎右肺。PBs灌洗，收集

灌洗液，离心收集上清液。将细胞沉淀加裂解液后

离心取细胞沉淀，重悬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行细胞计

数。另取重悬液行瑞氏染色，计数200个总细胞中

PMN。

1．2．6各组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P0)活性测定：

术后24 h用水合氯醛麻醉小鼠，取肺组织，用PBS

灌注肺组织，制备组织匀浆，离心取上清液。用试剂

盒检测MPO活性，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

究所。

1．2．7各组血清和肺组织c一反应蛋白(cRP)、白细

胞介素一6(IL一6)和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l)

检测：于术后24 h收集静脉血，离心取血清，用免疫

比浊法在全自动生化仪上测定CRP，用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ELISA)测定IL一6和HMGBl含量，操作严

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1．2．8反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RT—PCR)测定肺

组织HO—l mRNA表达水平：按照试剂盒操作步骤

提肺组织总RNA，测定其纯度及浓度。利用Primer

Premier 5．0引物设计软件并参照文献设计B一肌

动蛋白(B—actin)和HO一1引物，按照试剂盒的步

骤进行RT—PCR，凝胶电泳、曝光显示电泳条带，

采用Bio—Rad图像分析软件进行分析，目的基因

与B—actin条带吸光度(A)值的比值为HO一1的

mRNA表达水平。

1．2．9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m Blot)检测肺

组织HO一1蛋白表达水平：取肺组织用细胞裂解液

制备肺组织匀浆，离心取上清后进行蛋白定量，取

50嶙蛋白进行凝胶电泳、转膜、封闭，用HO一1抗体

孵育过夜后加入二抗孵育(美国Caltag Laboratories

公司)。Bio—Rad化学发光成像系统显色、曝光、扫描，

以目的蛋白条带与内参照B—actin条带A值的比值

作为目的蛋白表达水平。

1．2．10肺组织H0—1活性检测：取肺组织，按照试

剂盒(美国GenMed Scientmcs公司)说明书操作测

定HO一1活性。

1．3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 16．O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孑±s)表示，各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存活率

以百分比表示，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组间比

较。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各组小鼠存活率比较(表1)：与sham组比较，

ALI模型组小鼠存活率显著下降，3 d存活率为O

(尸<0-05)。与Au模型组比较，Au+盈pp-Ⅸ组小鼠

存活率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2 d存

活率为0。与ALI模型组和ALI+znpp一Ⅸ组比较，

ALI+Hemin组存活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尸<0．05)，7 d存活率为60％。

表1各组小鼠存活率比较

组别薯警擎—泵吾了了—泵吾j芋至羹妻等芋i纛
Sham组 2() l(M)【20) l()o(21)J lIl0(20 J loo(2⋯ 100(20)

ALl模型组 20 60f12)1 30(6— 0(0)4 0(0)“ 0f 0)8

A LI+Znnn—Ix组20 20(4)“ O(0 J“ 0(0)“ 0(0)” O(0)’

^LI+HPmin组 20 80(16)“ 70(14)。 60(12)“60(12)“ 60(12)’

注：与shanl组比较．4P<0．05；与AI。l模型组比较，“P<0．05

与AU+znpp一Ⅸ组比较。‘P<O．05

2．2各组小鼠肺损伤评分、w／D比值和氧合指

数的比较(表2)：与sham组比较，ALI模型组和

ALI+Znpp一Ⅸ组小鼠肺损伤严重、功能下降，表现为

肺损伤评分和W／D比值升高，氧合指数降低，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ALI模型组比较，

Au+znpp一Ⅸ组肺损伤评分和w／D比值进一步升

高，氧合指数降低。与ALI模型组和Au+znpp一Ⅸ

组比较，ALI+Hemin组小鼠肺损伤评分和W仍

比值降低，氧合指数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

表2各组肺损伤评分、w／D比值、氧合指数比较(j±一)

注：与sham组比较，“尸<()．05；+j ALI模型组比较，“P<0．05

与ALl+Z“pp一Ⅸ组比较，‘P<0．05；l nunHg=O．133 kPa

2．3 各组BALF中总细胞数、PMN和MPO活性

的比较(表3)：与sham组比较，ALI模型组和

ALI+znpp一Ⅸ组BALF中总细胞数和PMN数增

加，MPO活性增强(均P<0．05)。与Au模型组比

较，ALI+znpp一Ⅸ组BALF中总细胞数和PMN数增

加，MPO活性增强(均尸<O．05)。与ALI模型组和

ALI+znpp一Ⅸ组比较，ALI+Hemin组BALF中总细

胞数和PMN数减少，MP0活性降低，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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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各组BALF中总细胞数、PMN、MPo活性比较(i±s) 3讨论

注：与Sham组比较．“P<005；与ALI模型组比较，“P<0．05

与ALl+znpp一Ⅸ组比较，‘尸<O．05

2．4各组血清炎性介质水平比较(表4)：与Sham

组比较，Au模型组和ALI+Znpp一Ⅸ组血清CRP、

IL一6和HMGBl表达增加(均P<0．05)。与ALI

模型组比较，ALI+Znpp一Ⅸ组小鼠血清CRP、IL一6

和HMGBl表达增加(均P<0．05)。与ALI模型组

和ALI+znpp一Ⅸ组比较，ALI+Hemin组血清CRP、

IL一6和HMGBl水平减少(均P<0．05)。

表4各组血清炎性介质水平比较(i±s)

注：与sham组比较，“P<0．05；与ALI模型组比较．“P<0．05

与ALI+znpIp一Ⅸ组比较，‘P<005

2．5 各组肺组织HO—l活性及其mRNA和蛋白

表达比较(表5)：与Sham组比较，AU模型组和

ALI+Znpp一Ⅸ组肺组织HO—l活性及mRNA和蛋

白表达均增加(均P<0．05)；与ALI模型组比较，

ALI+znpp一Ⅸ组上述指标明显降低(均P<0．05)；

与ALI模型组和ALI+znpp一Ⅸ组比较HO一1活性

及mRNA和蛋白表达均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尸<0．05)。

表5各组肺组织HO—l活性

及其mRNA和蛋白表达比较(i±s)

删嚣篙，嚣H鼍秽H潞白l

注：与sham组比较，“P<0．05；与ALI模型组比较，hP<O．05

与ALI+znllll一Ⅸ量H比{交，‘，)<o()5

肺是脓毒症损伤中最易受累的靶器官，如不及

时治疗，可很快发展为ALI，甚至是急性呼吸窘迫综

合征(ARDS)，后者是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患者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病死率一直居高不下¨2。。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感染和炎症反应是ALI的主要

原因¨31。故本研究采用脓毒症肺损伤模型为研究

对象，探讨感染和炎症反应在肺组织中的变化。

H0是血红素分解代谢的起始酶和限速酶，其

HO一1型为诱导型，可被多种刺激因素诱导表达¨引。

近年来HO一1作为应激性保护蛋白已愈来愈受到学

者的关注。本研究显示，脓毒症肺损伤小鼠肺组织

HO一1的mRNA和蛋白表达均明显升高，且活性也

增加。给予HO一1抑制剂znpp一Ⅸ可抑制HO一1的

表达和活性，使肺损伤评分增加、肺病理损伤严重、

肺水肿、肺氧合指数下降，导致模型小鼠2 d时死

亡率为100％。而给予HO一1诱导剂Hemin可增加

HO一1表达，减轻肺组织病理损伤、肺水肿，增加氧

合指数，进而增加脓毒症肺损伤小鼠的存活率。

HO一1的抗炎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减少炎性细胞

浸润，抑制炎性介质和趋化因子的表达，促进抗炎因

子的产生，从而达到促炎和抗炎平衡，对宿主炎症反

应瀑布链有直接或间接效应L15。16。；另一方面还可以

通过下调内皮细胞源性促炎介质(细胞间黏附分子、

血管细胞黏附分子、E一选择素)来抑制白细胞的黏

附、聚集，拮抗炎症的发生发展¨7 J。cRP是一种急

性时相蛋白，在机体急性感染状态下，其释放增加，

并黏附在病原体表面，启动机体免疫吞噬作用并诱

导产生补体参与机体免疫，杀伤病原体，参与机体应

激。IL一6和HMGBl是介导炎症反应的促炎细胞因

子，在受到有害刺激时表达增加。本实验结果也证

实，脓毒症肺损伤小鼠BLAF中PMN、MP0、CRP、

IL一6和HMGBl均增加，提示炎性细胞大量迁移和

聚集于肺组织中。经HO一1诱导剂Hemin干预后，

BALF中PMN减少、MPO活性降低，说明炎性细胞

的聚集减少；cRP水平及炎性介质IL一6和HMGBl

释放减少，说明炎性细胞释放的炎性介质减少，炎症

反应减轻。提示HO—l是通过抑制炎性细胞的迁移、

聚集和释放来发挥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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