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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提取物对特发性肺问质纤维化成纤维细胞

表型转化过程中NOTCH信号通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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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摘要】 目的观察博莱霉素(BLM)致肺纤维化动物模型中NOTcH信号通路对成纤维细胞(FB)表型

转化的影响，探索中药银杏叶提取物(GBE)治疗肺纤维化的作用机制。方法20只昆明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对照组、模型组、1分泌酶抑制剂DAPrll组、GBE组，每组5只。采用气管切开注人BLM 5 mg，kg复制小

鼠肺纤维化模型，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1．25mL瓜g。GBE组于制模当日开始灌胃GBE 0．6 g·kg～·d_l，DA胛组
于制模后次日灌胃DA胛5 mg·kg-1·d_l，隔日1次。28 d处死小鼠，取左肺组织行苏木素一伊红(HE)染色，观

察肺泡炎和肺纤维化程度；用免疫组化染色及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m Blot)检测NOTcH1及旺一平滑

肌肌动蛋白(d—sMA)的蛋白表达。结果模型组肺纤维化程度最重，肺泡间隔增宽，肺泡连续性受到破坏，肺

泡直径和面积大小不均匀，终末小气道周边炎性细胞浸润明显，血管周边也发现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现象，同

时伴有纤维化形成，以支气管周边区域较为明显，外周局部区域也有局灶性的纤维化表现，GBE组及DA胛组

肺纤维化程度较模型组明显减轻。免疫组化显示，模型组NOTcHl及d—sMA的蛋白含量较对照组明显增高

【NOTCHl(A值，×10’)：129．21±1．28比59．60±8．25，0【一SMA(』4值，×103)：108．23±21．73比55．42±9．23，

均P<0．05]；GBE组和DAPrI’组NOTCHl、d—SMA蛋白含量均较模型组明显降低[NOTCHl(A值，×103)：

GBE组为70．54±2．46，DAPT组为67．38±2．35；d—SMA(A值，×10’)：GBE组为68．95±3．46，DAPT组为

61．63±1．99，均P<0．05]；westem Blot结果显示，模型组NOTcHl、d—sMA的蛋白表达水平较对照组增高；

GBE组和DA胛组NOTCHl、d—sMA的蛋白表达水平较模型组明显降低。结论NOTcH信号通路激活参与

了肺纤维化中FB向肌成纤维细胞(MFb)表型转化过程，中药GBE通过抑制NOTcH信号通路的激活达到减

轻肺纤维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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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NOTCH signaling pathway on 6bmblasts(FB)pola“zation in

mice models with pulmonary 6brosis induced by bleomycin(BLM)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Chinese medicine

Ginkgo biloba extracts(GBE)in treatment of pulmonary fihmsis． Methods Tweenty Kunming mice were m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mups：contml gmup，model group， 1 secretase inhibiting agent DAPT gmup，GBE group(each

凡=5)．Apart f而m the contml group，5 m∥kg BLM was injected via an intratmcheal mute in other gmups to replicate

the mice models of pulmonary 6brosis．The contml group was treated hv intmtracheal instillation of nonnal saline

(1．25 mL，k酌to obtain the negative contr01．0n the day of modeling in GBE gmup，GBE solution(0．6 g。kg～‘d_1)

began t0 be administered hy gavage daily，while in DAPT gmup'on the next day after modeling，the DAPT solution

(5 mg‘kg一。’d一。)began to he administered by gavage，once every 2 days．On the 28th day，aII the mice were sacrificed，

and the left lung tissue was taken for hematoxylin and eosin(HE) staining to observe alveolitis and pulmonary

6bmsis；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NOTCH l and仅一smooth muscle actin(d—SMA)in lung tissue were measur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d Western B10t． Results The severity of pulmonary fihmsis in model group was

the most serious，manifestjng increase of alveolar septum width，alveolar continuously damaged，alveolar diameter and

area size not unifo瑚，marked innammatory ceU infiltration at peripher)r of terminal smaU airway，at the periphery of

blood vessels obvious innammatory ceU in6ltration also found and in the mean time accompanied by fibmsis fo丌nation

relatively prominent at the peripheral area of bmnchus，focal fibrosis also seen at the peripheral local area．The severity

of puImonary fibrosis in GBE and DAPT groups was signi右cantly attenuated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model group．

Immunohistochemistry show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NOTCH 1 and d—SMA in the model group were signm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01 group[NOTCHl似value，×103)：129．21±1．28 vs．59．60±8．25；d—SMA似value，

doi：10．3969／j．issn．1008—9691．2016．04．019

基金项目：湖北省武汉市卫计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wzl4D09)

通讯作者：刘红梅，Email：783008147@qq．com

万方数据



。418。 史囤史亘匡笙金鱼垫盘查!Q!!堡!旦箜垄鲞笙兰塑堡!也!!垦丛里丛鱼堕垦!堡!!!!Y!Q!!!y!!：!!!盟!．垒

×10’1：108．23±21．73 vs．55．42±9．23，hoth P<0．051：the expressions of NOTCHl and仅一SMA in GBE group and

DAPT gmup were significantlv reduced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model group『NOTCHl(4 value，×10。)：70．54±2．46
in GBE g即up，67．38±2．35 in DAPT group；仅一SMA(A value，×103)：68．95±3．46 in GBE gmup，61．63±1．99 in

DAPT gmup，aU P<0．051．Westem Blot results showed NOTCH 1 and d—SMA pmtein levels were increased in the

model gm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mup；the expressions of NOTCH 1 and 仅一SMA in GBE f；mup and

DAPT group were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model gmup． ConcIusion The activation of NOTCH

signaling pathway participates in the phenotypic transformation of pulmonary fibrosis from FB to myo矗hroblast(MFb)，
the Chinese medicine GBE attenuates the pulmonary fibrosis via inhibiting the activation of Notch signaling pathwav．

【Key words】 Fibrohlast； Polarization； Notch signaling pathwav： Gink#ro biloba extracts

细胞表型转化现象具有重要的病理生理学意义

和细胞生物学普遍性。特发性肺纤维化(IPF)的病

理特征是成纤维细胞灶的形成，它由大量肌成纤维

细胞(MFb)组成，特征表达平滑肌d一平滑肌肌动

蛋白(仪一SMA)，仅一sMA是研究MFb的一个标志

物‘1 J。MFb主要来源于肺间质中成纤维细胞(FB)。

FB表型改变，转分化为MFh是肺纤维化形成的关

键步骤和核心环节心J。FB的表型转化受多种细胞

因子和信号通路调控。近年来研究显示，NOTcH

信号通路与肺纤维化发生发展关系密切，吖分泌酶

抑制剂DAPrr能阻断该信号通路∞J。银杏叶提取

物(GBE)是传统中药银杏中非常关键及有效的成

分，有治疗肺纤维化的作用¨。。本实验通过给小鼠

气管内注入博莱霉素(BLM)复制肺纤维化动物模

型，观察NOTCH信号通路中主要受体NOTCHl及

仪一SMA的表达情况，探索中药GBE治疗肺纤维化

的作用机制，为特发性肺问质纤维化(IPF)的防治

提供实验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实验材料：20只雄性昆明小鼠，体质量

25～30 g，购自武汉大学动物中心(动物合格证：

42000600006205)；BLM(天津太和制药有限公司)、

GBE(法国博福一益普生工业公司)、DAPT(美国

sigma公司)、免疫组化试剂盒(北京中杉金桥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BAC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碧云天

生物技术研究所)、小鼠d—SMA及兔NOTCHl抗

体(美国Santa Crue公司)、辣根过氧化物酶(HRP)

标记二抗(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2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将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对照组、模型组、DAPT组、GBE组，每组5只。

腹腔注射4％水合氯醛0．01 mL／g麻醉小鼠后，颈部

气管切开注药。模型组、DAPrI’组、GBE组注入BLM

5 m眺g，对照组注入生理盐水1．25 mL／kg。GBE

组于制模当日开始每天灌胃GBE O．6 g·kg～·d～，

DAPrll组于制模后次口灌胃DAPrr 5 mg·kg～-d～，

隔日1次，共28 d。

1．3检测指标及方法

1．3．1组织病理学观察：于制模后28 d处死小鼠，

取左肺组织，用4％甲醛水溶液固定，常规脱水、包

埋、切片、苏木素一伊红(HE)染色，光镜下观察肺

泡炎和肺纤维化程度。

1．3．2免疫组化法检测肺组织NOTcHl和d—SMA

的阳性表达：取右肺组织进行切片，常规脱蜡，抗原

修复，30 mL／L过氧化氢一甲醛处理，分别按程序加

入NoTcHl及o【一sMA一抗和二抗孵育，磷酸盐缓

冲液(PBs)冲洗，3，3’一二氨基联苯胺(DAB)显色，

显微镜下拍照取图，用Image—pro plus软件分析吸

光度(4)值评估目标蛋白阳性表达强弱。

1．3．3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m Blot)检测

NOTCHl和0【一SMA的蛋白表达：取右肺组织匀

浆测定蛋白浓度后，取50“g总蛋白上样电泳、转膜

(仪一SMA：200mA、90min；NOTCHl：200mA、120min

后300 mA、60 min)封闭2 h后加入一抗，4℃孵育

过夜(仅一SMA为1：300；NOTCHl为1：300)。再

次充分洗涤后用封闭液稀释相应的HRP标记二抗

(1：50 000稀释)，最后显影、定影，用图像扫描仪分

析信号强度。

1．4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 16．0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孑±s)表

示。方差齐采用两独立样本￡检验，方差不齐采用

Manna—whitnev u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结果

2．1光镜下肺组织病理学观察(图1)：对照组肺泡

间隔正常，仅有少数区域终末小气道管壁有增厚现

象及少许炎性浸润表现，未发现纤维化形成。模型

组肺泡连续性受到破坏、间隔增宽，肺泡直径和面积

大小不均匀，终末小气道周边炎性细胞浸润明显，血

管周边有明显炎性细胞浸润现象；同时伴有纤维化

形成，以支气管周边区域较明显。与模型组比较，

GBE组及DAPT组肺组织结构较完整，肺组织炎症

程度明显减轻，大鼠肺泡腔内残留少量炎性细胞，肺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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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间隔明显缩小，纤维组织明显减少。

藿一ii：：-、乃计娜!?11．I{为使』叫纠l，(，为(：I{卜：纠【，I)为1)、㈩、!I【

图l各组肺组织病理学改变(I崛染色低倍放大)

2．2各组肺组织NOTCHl、oL—SMA的蛋白含量比

较(表1；图2)：免疫组化显示，棕黄色颗粒为阳性

表达。对照组NOTCHl主要在气道上皮细胞中表达，

d—SMA主要在气道壁的成纤维细胞上表达。模型

组NOTCHl及0【一SMA的蛋白含量较对照组明显

增高，GBE组及DA门组NOTCHl、0【一sMA的蛋白

含量较模型组明显降低(均P<0．05)。

表1 免疫组化染色检测各组肺组织NOTCHl

和d—SMA的蛋白含量比较(i±一)

2．3各组肺组织NOTCHl和仅一SMA的蛋白表达

比较(图3)：Westem Blot显示，模型组NOTCHl和

仅一SMA的蛋白表达均较对照组明显增高，DAPI'组

和GBE组均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图3 Western Bolt检测各组NoTCHl

和n—SMA的蛋白表达

3讨论

FB是纤维化疾病中最重要的效应细胞，其过度

增殖以及转分化为MFb被认为器官纤维化的标志

性改变。MFb不同于FB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收缩性

及分泌0【一SMA的性能。Q—SMA是FB的特征性

蛋白，作为FB的主要结构蛋白，它决定了FB的增

殖、分化及迁移，其表达增高直接促进MFb增殖，加

重纤维化程度∞1。本实验结果显示，模型组o【一sMA

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增高，与肺纤维化程度一致，说明

模型组FB向MFb转分化促进了纤维化的发生发展。

NOTCH信号通路的生理学作用是调节干细胞

未分化状态，决定细胞命运及诱导细胞转分化。6 J。

如体外培养的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s)通

过NOTcH信号通路向血管内皮样细胞分化【7 J。

NOTCH通路需要经过三次酶切(其中一次是^y分

泌酶切割S3位点)才能被激活，用DAPT可抑制该

通路∽J。因为NOTcH信号通路是在进化上非常

保守的单次跨膜信号受体蛋白家族，能精确调控细

■■■叠翻叠■_

一一图2各组NoTcHl和d—sMA的蛋白含量比较(免疫组化染色高倍放大)

澜鞣簿．。《蘩一J‰o≮r．”～7．^_蠲． 熏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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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间的信息传递，因此它不但参与多种器官组织的

早期发育，还与肿瘤生长、器官纤维化等疾病过程

密切相关。文献报道，NOTCH通路介导肾间质纤

维化的发生，使肾间质细胞标志物仅一SMA、波形蛋

白表达增高，FB堆积，用DAPrI、干预可减轻FB活

化及纤维化程度∽J。在肝纤维化中，原代肝星形细

胞未检测到NOTCH及其配体，但活化成为肝MFb

后NOTCH及配体被检测到，说明NOTCH通路与

肝纤维化存在相关性¨0。。本实验结果显示，模型组

NOTcH无论在分子水平还是在蛋白水平均为高表

达，说明NOTCH信号通路在肺纤维化中被激活，继

而促进MFh向FB的转化。DAP1’组加入DAP1’阻

断NOTCH通路，仅一SMA表达明显受到抑制，说明

DAPT可以通过抑制NOTCH信号通路的激活，抑制

FB的表型转化，阻断或减缓肺纤维化的进展，这为

临床寻求抗肺纤维化治疗靶点提供了思路。

GBE是从中药银杏中提取的有效成分，主要由

黄酮类(24％)和内酯类(6％)组成(国际标准规定)，

具有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的

作用，一直多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1I。其实早

在宋朝就有用银杏叶治疗哮喘病的记载，近年来，

对银杏在呼吸系统疾病中的治疗作用的研究也越

来越多。研究显示，银杏叶可以通过下调肿瘤坏死

因子一仅(TNF一仪)、白细胞介素(IL一6、IL一8)及上

调IL一10等细胞因子降低气道炎症反应¨2|。本实

验GBE组肺组织纤维化及肺泡炎程度较模型组明

显减轻，证实了GBE有减轻肺纤维化的作用。另外，

GBE组NOTCH及仅一SMA表达较模型组降低，推

测GBE可能通过抑制FB向MFh转化达到治疗肺

纤维化的作用，其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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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时间表示方法的有关要求

-读者-作者-编者-

论文中时间作为单位修饰词仅为数字时，天(日)用“d”，小时用“h”，分钟用“min'’，秒用“s”。例如：观察患者28 d病死率、

离心10min等。论文中时间为非单位时可用天、小时、分钟、秒。例如：在描述第×天、第×小时、第×分钟或每天、每小时、

每分钟等时，均用汉字。

本刊对中、英文摘要的写作要求

论著类文稿需附中、英文摘要；专家论坛、短篇论著、研究报告、综述附中文摘要；其他类别稿件(如经验交流、治则．方

剂·针灸、病例报告等)不附中、英文摘要。论著的中、英文摘要和短篇论著、研究报告的中文摘要应按结构式摘要格式撰写，

采用第三人称，内容包括目的(0hjective)、方法(Method)、结果(Results)和结论(Conclusions)，其中结果部分应包括关键性或主

要的数据。专家论坛、综述摘要按指示性摘要格式撰写。摘要中不列图表，不引用文献，不加评论和解释。

由于《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被美国《化学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AJ)、wH0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

(wPRIM)等多个国际著名检索系统收录，为了便于国外读者了解该项研究的重要内容，增进对外交流，因此英文摘要内容可

相对具体一些(一般在600个实词以内)，以适当增加英文信息量。英文摘要应包括文题、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姓氏和名字均

首字母大写)、单位名称、所在城市名和邮政编码及国名。应列出全部作者姓名，如作者T作单位不同，只列出第一作者的T作

单位，在第一作者姓名右上角加“∥’，同时在第一作者的单位名称首字母左上角加“木I'。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