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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溶血磷脂酸对创伤失血性休克大鼠肝细胞凋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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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溶血磷脂酸（LPA）对创伤失血性休克（THS）模型大鼠肝细胞凋亡的影响。方法  选择
69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n＝9）、THS 模型组（n＝30）、LPA 预处理组（n＝30）。 
采用将大鼠双侧股骨中段折断，右侧股动脉插管放血，将血压维持在 35～40 mmHg（1 mmHg≈0.133 kPa）的方
法复制大鼠 THS 模型。LPA 预处理组制模前 20 min 和制模后 10 min 静脉注射 LPA（1 mg/kg）；正常对照组和
THS 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于制模后 1、6、12 h 处死大鼠取血，检测各组大鼠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
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水平；采用原位末端缺刻标记试验（TUNEL）检测肝脏组织细胞凋亡情况；
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各组肝组织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caspase-3）的蛋
白表达水平。结果  光镜下可见正常对照组肝细胞结构正常，排列整齐；THS 模型组肝细胞肿胀、坏死；LPA
预处理组肝细胞形态学变化较 THS 模型组明显减轻。THS 模型组肝细胞凋亡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增加，凋亡指
数（AI）较正常对照组升高，caspase-3 蛋白表达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增加，ALT、AST、TBil 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明
显升高，术后 12 h 达到峰值〔AI：（93.20±3.32）% 比（3.44±1.32）%，caspase-3/3- 磷酸甘油醛脱氢酶（GAPDH）：
0.46±0.02 比 0.13±0.01，ALT（U/L）：75.81±7.10 比 20.83±2.72，AST（U/L）：69.14±8.41 比 22.28±3.12，TBil

（μmol/L）：139.71±15.90 比 82.25±8.38，均 P＜0.05〕；LPA 预处理组细胞凋亡较 THS 模型组明显减少，AI 较
THS 模型组明显降低，caspase-3 蛋白表达水平较 THS 模型组明显减少，ALT、AST、TBil 水平较 THS 模型组明
显降低，制模后 1 h 即出现统计学差异〔AI：（25.29±4.75）% 比（45.69±10.70）%，caspase-3/GAPDH：0.17±0.01
比 0.26±0.02，ALT（U/L）：28.36±9.60 比 49.21±9.49，AST（U/L）：33.71±10.80 比 54.30±18.41，TBil（μmol/L）：
95.59±10.60 比 107.34±13.51，均 P＜0.05〕。结论  LPA 可抑制 THS 大鼠肝细胞凋亡并改善肝功能。LPA 有
望成为治疗 THS 导致肝功能损害的潜在策略。

【关键词】 溶血磷脂酸； 创伤失血性休克； 肝细胞凋亡； 天冬氨酸转氨酶
基金项目：浙江省宁波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3A610235）
DOI：10.3969/j.issn.1008-9691.2020.05.024

Effect of lysophosphatidic acid on hepatocyte apoptosis in rats with traumatic hemorrhagic shock Shi Linhui,  
Jin Yuhong, Ye Longqiang, Liu Panpan, Chai Keqin, Ding Yi, Zheng Kebin, Liu Danqin, Dong Zhouzhou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Ningbo Medical Center Lihuili Hospital, Ningbo 315040, Zhejiang,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Dong Zhouzhou, Email: dongzhouzhou2010@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lysophosphatidic acid  (LPA) on hepatocyte apoptosis  induced 
by traumatic hemorrhagic shock (THS) in rat models.  Methods  The 69 male healthy Sprague-Dawley (SD) rat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normal control (n = 9), THS model (n = 30) and LPA pretreatment (n = 30) 
groups.  The  rat  THS models  were  duplicated  by  breaking  fractures  at  the middle  parts  of  bilateral  femur  bones  and 
an  intravenous  catheter  was  used  to  withdraw  blood  from  right  femoral  artery  to  let  the  blood  pressure  maintain  at  
35-40 mmHg (1 mmHg≈0.133 kPa). LPA (1 mg/kg) was intravenously injected 20 minutes before and 10 minutes after 
modeling in the LPA pretreatment group; the normal control and THS model groups were given equal amount of normal 
saline. The rats were killed and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fter 1, 6 and 12 hours of model establishment. The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and total bilirubin (TBil) levels in each group were detected; 
the hepatocyte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mediated dUTP-biotin nick end labeling 
assay  (TUNEL), an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of  liver  tissue aspartate  specific cysteine protease 3  (caspase-3)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Under  light  microscope,  the  structure  of  hepatocytes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was  normal  and  arranged  orderly;  hepatocytes  in  THS  model  group  were  swollen  and  necrotic;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hepatocytes in LPA pre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in THS model group. In THS model 
group,  the  hepatocytes  apoptosis  was  obviously  increased,  AI  was  elevat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caspase-3  protei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ALT, AST and TBil  in THS model group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reaching  the  peak  at  12  hours  after  operation  
[AI:  (93.20±3.32)% vs.  (3.44±1.32)%, caspase-3/glyceraldehyde 3-phosphate dehydrogenase (GAPDH): 0.46±0.02 
vs.  0.13±0.01,  ALT  (U/L):  75.81±7.10  vs.  20.83±2.72,  AST  (U/L):  69.14±8.41  vs.  22.28±3.12,  TBil  (μmol/L): 
139.71±15.90 vs. 82.25±8.38, all P < 0.05];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THS model group, the hepatocyte apoptosis, 
AI and the expression of caspase-3 protei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LPA pretreatment group, and the levels of ALT, 
AST  and  TBil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in  LPA  pretreatment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1 hourafter modeling  [AI:  (25.29±4.75)% vs.  (45.69±10.70)%, caspase-3/GAPDH: 0.17±0.01 vs. 0.26±0.02, ALT 
(U/L):  28.36±9.60  vs.  49.21±9.49,  AST  (U/L):  33.71±10.80  vs.  54.30±18.41,  TBil  (μmol/L):  95.59±10.60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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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失血性休克（THS）可导致重要器官功能障

碍，病死率很高。肝功能损伤可独立于其他受损器

官，并可引起多器官功能不全甚至衰竭［1］，从而延长

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滞留时间［2］。目前，

严重创伤对肝脏继发性损伤的病理生理机制仍未完

全阐明。因此，研究 THS 早期肝脏的应激反应，对

深入探讨全身多器官功能不全的发生有重要意义。

溶血磷脂酸（LPA）是一种结构简单的水溶性甘油磷

酯，是血清的固有成分之一，有广泛的生物学功能。

LPA 可促进细胞存活，抑制炎症反应。研究证实，

LPA 可抑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凋亡［3-4］，从

而显著提高 BMSC 的存活率。本实验旨在探讨 LPA

对 THS 模型肝细胞凋亡和肝功能恢复的影响，从而

为 THS 导致的肝功能损伤寻找一种新的治疗方案，

并提供相应理论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与分组：选择 SPF 级 SD 雄性健康大

鼠 69 只，体质量 220～280 g，平均（254.5±18.6）g

购自宁波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合格证号：SYXK

（浙 2008-0111）。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正常

对照组（9 只）、THS 模型组（30 只）、LPA 预处理组 

（30 只）。LPA 预处理组于制模前 20 min 经尾静脉注

射 LPA 1 mg/kg，制模后 10 min 再次静脉注射 LPA；

正常对照组和和 THS 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 

1.2  THS 大鼠模型的复制：大鼠采用 1.5 g/L 戊巴

比妥钠腹腔注射麻醉（30 mg/kg）后，仰卧于固定台，

折断双侧股骨中段，右侧股动脉插管用于放血，并

采用三通连接压力传感器，采用多道生理记录仪检

测血压，放血至血压为 35～40 mmHg（1 mmHg≈ 

0.133 kPa），并予以维持，复制 THS 模型。

1.3  伦理学：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

学标准。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

1.4.1  大鼠肝功能指标测定：于制模后 1、6、12 h 

取股动脉血 0.5 mL，测定血中丙氨酸转氨酶（ALT）、

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水平，操作

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4.2  肝组织病理学观察：于相应时间点处死大鼠

取肝脏组织，用 4% 多聚甲醛水溶液固定，在乙醇、

二甲苯中逐级脱水，石蜡包埋、切片，苏木素 - 伊红

（HE）染色，光镜下观察肝组织病理学改变。

1.4.3  采用原位末端缺刻标记试验（TUNEL）检测

肝细胞凋亡：肝组织切片标本制备同上，采用末端

脱氧核苷酸转移酶介导的 TUNEL 检测肝细胞凋亡

情况，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细胞核呈棕

黄色着色为阳性细胞。每例标本的切片随机选取 

5 个高倍视野，计算凋亡细胞数 / 细胞总数，即凋亡

指数（AI）。

1.4.4  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

测各组大鼠肝组织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

白酶 3（caspase-3）的蛋白表达水平：取肝组织块 

（＜1 cm×1 cm），以下操作均在冰水浴中进行，加

入 0.75 mL 匀浆缓冲液高速匀浆后，4 ℃下 800 g
离心 15 min，取上清液，以牛血清白蛋白（BSA）为

标准蛋白，用比色法测定蛋白含量。取等量蛋白样

品经 10% 十二烷基硫酸钠 -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PAGE）分离后，以半干转法电转移至硝酸纤

维素膜（NC 膜）上。转移后的 NC 膜经 3% BSA 封

闭后加入一抗，4 ℃过夜；用含吐温的磷酸盐缓冲液

（TBST）洗膜后，加入羊抗兔免疫球蛋白 G（IgG）-AP 

（二抗），37 ℃反应 2 h。TBST 洗膜后，再以蒸馏水

洗涤。以氯化硝基四氮唑蓝 /5- 溴 -4- 氯 -3- 吲哚

基 - 磷酸盐（NBT/BCIP）显色，水洗终止反应。结果

扫描后使用 Image J 软件进行半定量分析处理，以目

的蛋白与内参照 3- 磷酸甘油醛脱氢酶（GAPDH）的

比值表示目的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1.5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肝细胞形态学观察（图 1）：制模后 1 h，光镜下

可见肝细胞结构正常，排列整齐，仅出现轻微浊肿。

随着时间的延长，THS 模型组肝细胞结构排列紊乱

逐渐加重，肝细胞有不同程度的肿胀、胞质疏松、嗜

酸性变及脂肪变性；制模后 12 h，THS 模型组可见

大片肝细胞坏死；LPA 预处理组肝细胞形态学变化

较 THS 模型组明显减轻。

107.34±13.51, all P < 0.05].  Conclusions  LPA can inhibit the hepatocyte apoptosis induced by THS and improve 
the liver function. LPA might be a potential treatment strategy for liver function damage caused by THS in future.

【Key words】  Lysophosphatidic acid;  Traumatic hemorrhagic shock;  Hepatocyte apoptosis;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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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组大鼠肝细胞凋亡情况比较（图 2～3）：制

模后 1、6、12 h，THS 模型组肝细胞凋亡均较正常对

照组明显增加，AI 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LPA 预

处理组肝细胞凋亡较 THS 模型组明显减少，AI 较

THS 模型组明显降低（均 P＜0.01）。

注：THS 为创伤失血性休克，LPA 为溶血磷脂酸，caspase-3 为 
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GAPDH 为 

3- 磷酸甘油醛脱氢酶；与正常对照组比较，aP＜0.05；
与 THS 模型组比较，bP＜0.05

图 5 不同处理方法每组大鼠各时间点肝组织中
caspase-3 蛋白表达水平比较

THS 为创伤失血性休克，LPA 为溶血磷脂酸，caspase-3 为天冬氨酸
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GAPDH 为 3- 磷酸甘油醛脱氢酶

图 4 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不同
处理方法每组大鼠各时间点肝组织 caspase-3 的蛋白表达

2.3  各组肝组织caspase-3蛋白表达比较（图4～5）： 

制模后 1、6、12 h THS 模型组 caspase-3 蛋白表达

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LPA 预处

理组 caspase-3 蛋白表达水平均明显低于 THS 模型

组（均 P＜0.05）。

2.4  各组血中肝功能指标比较（图 6）：制模后 1、

6、12 h THS 模型组血中 ALT、AST、TBil 水平均较

正常对照组明显升高；而 LPA 预处理组 ALT、AST、

注：AI 为凋亡指数，THS 为创伤失血性休克，LPA 为溶血磷脂酸；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aP＜0.05；与 THS 模型组比较，bP＜0.01

图 2 不同处理方法每组大鼠各时间点肝细胞 AI 比较

注：THS 为创伤失血性休克，LPA 为溶血磷脂酸，HE 为苏木素 - 伊红染色；A 为正常对照组， 
B、C、D 分别为 THS 模型组制模后 1、6、12 h，E、F、G 分别为 LPA 预处理组制模后 1、6、12 h

图 1 不同处理方法每组大鼠各时间点肝细胞形态学观察（HE 染色　高倍放大）

注：THS 为创伤失血性休克，LPA 为溶血磷脂酸，TUNEL 为原位末端缺刻标记试验；A 为正常对照组， 
B、C、D 为 THS 模型组制模后 1、6、12 h，E、F、G 为 LPA 预处理组制模后 1、6、12 h

图 3 不同处理方法每组大鼠各时间点肝细胞凋亡情况观察（TUNEL　高倍放大）

 

TBil 均明显低于 THS 模型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证明 LPA 可明显缓解 THS 导致的肝

功能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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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HS 为创伤失血性休克，LPA 为溶血磷脂酸，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TBil 为总胆红素；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aP＜0.05；与 THS 模型组比较，bP＜0.05

图 6 不同处理方法每组大鼠各时间点血中肝功能指标 ALT、AST、TBil 水平的比较

3 讨 论 

  THS 是外伤最常见的死亡原因，而肝脏在 THS

导致的多器官功能衰竭（MOF）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与患者的病死率密切相关。因此，保护肝脏免受

THS 的损伤对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有研究表

明，在大鼠 THS 过程中，大量肝细胞凋亡，这可能是

THS 早期肝功能损害的重要原因之一［5］。本研究

表明，随着休克时间的延长，THS 模型组大鼠肝细

胞凋亡现象也越来越明显，肝功能损伤也更加严重。

  有研究表明，LPA 有促进细胞存活、增殖、抑制

细胞凋亡以及炎症反应等多种作用。Mirzoyan 等［6］ 

研究显示，LPA 可以有效降低脂多糖诱导的急性肾

功能损伤小鼠白细胞介素 -6（IL-6）、肿瘤坏死因

子 -α（TNF-α）等炎症因子水平，阻止肾脏线粒体

超微结构的改变，减轻肾脏功能损害。且最近 Bae

等［7］研究发现，LPA 可缓解过量对乙酰氨基酚造成

的急性肝功能损伤，并降低炎症因子 TNF-α 和白

细胞介素 -1β（IL-1β）的产生。但对于 LPA 是否

可减轻 THS 造成的肝功能损伤，目前国内外尚未见

文献报告。本研究显示，LPA 可改善 THS 导致的

肝功能损伤，LPA 预处理组无论是肝细胞 AI，还是

ALT、AST、TBil 等均较 THS 模型组降低。目前研究

表明，caspase-3 是细胞凋亡最重要的执行者之一，

是多种凋亡途径的焦点。本研究显示，随着休克时

间的延长，caspase-3 活化程度加深，这与肝功能损

伤程度是一致的。而 LPA 预处理组 caspase-3 活化

程度明显低于 THS 模型组，表明 LPA 可通过阻止

caspase-3 的活化来抑制肝细胞凋亡。因此，我们推

测 LPA 对肝脏的保护作用可能与抑制肝细胞凋亡

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在 BMSC 中，LPA 可通过

磷酸肌醇 3 激酶 / 蛋白激酶 B（PI3K/Akt）通路来发

挥抗凋亡作用［3］，而在对乙酰氨基酚引起的肝细胞

凋亡中，LPA 可通过抑制 c-Jun 氨基末端激酶（JNK）

通路的活化发挥抗凋亡作用［7］。但目前我们仍未

知晓在 THS 诱导的肝细胞凋亡过程中，LPA 是如何

发挥抗凋亡作用的，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需要

我们进一步研究。LPA 除了可抑制细胞凋亡外，还

能显著提高小鼠肝窦内皮细胞血管生成相关蛋白的

表达，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生［8］，从而使器官在缺血

性损伤中获益。目前尚无研究证实 LPA 是如何减

轻 THS 造成的肝功能损伤，推测可能与 LPA 抑制细

胞凋亡和炎症反应及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生等因素

有关，这仍有待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也为以后临床

上治疗 THS 导致的肝功能损伤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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