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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消通脉宁干预转化生长因子-β1
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表型转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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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对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HK-2)表型转化的

影响,并探讨其机制。方法 将 HK-2 细胞用含 10%胎牛血清的 DMEM/F12(1∶1)培养基培养并分为空白对照组、TGF-β1
诱导组(TGF-β1 10 ng/mL)、空白血清对照组(TGF-β1 10 ng/mL＋10%空白血清)、干预 1 组(TGF-β1 10 ng/mL＋10%
低剂量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干预 2 组(TGF-β1 10 ng/mL＋10%中剂量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干预 3 组(TGF-β1
10 ng/mL＋10%高剂量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药物干预 24 h 后,免疫组化检测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和 E-钙
黏蛋白(E-cadherin)的表达。在 24、48、72 h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细胞培养上清中Ⅰ型胶原(ColⅠ)、Ⅲ型胶
原(ColⅢ)和纤连蛋白(FN)的含量。结果

正常 HK-2 细胞表达 E-cadherin,不表达α-SMA,经 TGF-β1 刺激后细胞表

型发生转变,E-cadherin 的表达明显减弱,α-SMA 表达明显增强,且 ColⅠ、ColⅢ和 FN 的分泌明显增加,与空白对照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干预后α-SMA 表达明显减弱,E-cadherin 表达明显增强；
同时抑制了 ColⅠ、Col Ⅲ和 FN 的分泌,与 TGF-β1 诱导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止消通脉宁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人肾小管上皮细胞表型转化,减少细胞外基质成分的分泌,具有防治肾间质纤维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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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Zhixiaotongmaining on Phenotype Trans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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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etts Peter Joseph3 (1.Gansu Province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50, China；2.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3.McMaster University, Hamilton Ontario T3309, Canad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Zhixiaotongmaining (ZXTMN) on epithelial-myofibroblast
trans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HK-2 induced by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TGF-β1), and explore the mechanism. Methods The HK-2 cells were cultured by DMEM/F12 (1∶1) with
10% fetal bovine serum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TGF-β1 group (TGF-β1 10 ng/mL), animal
serum control group (TGF-β1 10 ng/mL＋10% animal serum), ZXTMN drug-containing serum therapy
groups (TGF-β1 10 ng/mL＋10% low dose ZXTMN, TGF-β1 10 ng/mL＋10% medium dose ZXTMN, TGF-β1
10 ng/mL＋10% high dose ZXTMN). After 24 h, α-SMA and E-cadherin expression were observ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ssay. And after 24, 48 and 72 h, the concentration of type Ⅰ collagen, type Ⅲ
collagen and FN in culture medium supernatant were detected by ELISA assay.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α-SMA of HK-2 cultured with TGF-β1 was much notable than the control, bu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HK-2 cultured with TGF-β1 plus ZXTMN. The expression of E-cadherin was markedly decreased in HK-2
treated with TGF-β1, but not changed much in HK-2 treated with TGF-β1 plus ZXTMN. The secretion of
type Ⅰ collagen, type Ⅲ collagen and FN were markedly inhibited in culture medium supernatant of
HK-2 cells cultured with TGF-β1 plus ZXTMN compared with only TGF-β1 (P ＜0.05). Conclution ZXTMN
can prevent and treat renal fibrosis by inhibiting epithelial-myofibroblast transdifferentiation of HK-2 cell
induced by TGF-β1, and reducing the synthesis and secre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Key words：Zhixiaotongmaining；TGF-β1；HK-2；phenotype transdifferentiation；ColⅠ；Col Ⅲ；FN
糖尿病肾病(DN)是糖尿病最为常见的慢性微血管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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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严重影响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健康。DN 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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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尚未明确。既往认为 DN 的早期病变部位在肾小球,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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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肾小管病变及肾间质纤维化的程度与肾功能的相关

链霉素 DMEM/F12(1∶1)完全培养基,于 37 ℃、5%CO2 细胞培养

性更为密切,故肾间质纤维化的机制在 DN 的发展中越来越受

箱中培养。每隔 2～3 d 换新鲜培养基 1 次,培养融合至 80%以

[1]
到人们的重视 。本课题所选止消通脉宁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

上,用含 0.25%胰蛋白酶、0.05%EDTA 的消化液消化,用完全培

直门医院著名老中医吕仁和教授治疗 DN 的临床经验方,已在

养基终止消化后,离心 5 min(1 000 r/min)。用新鲜培养基将

临床作为院内制剂应用多年,在治疗 DN 方面具有一定的临床

细胞重悬后进行传代培养。实验前先用无血清培养基培养 24 h

疗效

[2-4]

。本实验通过观察止消通脉宁干预转化生长因子-β1

使细胞同步化,实验重复 3 次。

(TGF-β1)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表型转化及对细胞外基质成

传代培养的 HK-2 细胞分为 6 组。空白对照组：DMEM/F12

分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其对肾间质纤维化的作用,为其防治 DN

培养液；TGF-β1 诱导组：DMEM/F12 培养液＋10 ng/mL TGF-β1；

肾间质纤维化提供依据。

空白血清对照组：DMEM/F12 培养液＋10 ng/mL TGF-β1＋10%

1

空白血清；干预 1 组：DMEM/F12 培养液＋10 ng/mL TGF-β1＋

实验材料

1.1

细胞株
人肾小管上皮细胞(HK-2),购自兰州大学实验中心。

1.2

动物
Wistar 大鼠 48 只,雄性,体质量(200±20)g,SPF 级,甘肃

10%低剂量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干预 2 组：DMEM/F12 培养
液＋10 ng/mL TGF-β1＋10%中剂量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干
预 3 组：DMEM/F12 培养液＋10 ng/mL TGF-β1＋10%高剂量止
消通脉宁药物血清。

中医学院动物中心提供,许可证号：SCXK(甘)2004-0006。

2.3

1.3

2.3.1

药物与试剂
DMEM/F12(1∶1)细胞培养基,Gibco 公司生产；胎牛血

指标检测
细胞免疫化学法检测人肾小管上皮细胞、α-平滑肌肌

动蛋白、E-钙黏蛋白的表达

清,Hyclon 公司生产；EDTA、胰蛋白酶,Amresco 公司生产；人

2.3.1.1

盖玻片包被

18 mm×18 mm 盖玻片切割成 1/4 大小,

Ⅰ型胶原(ColⅠ)、Ⅲ型胶原(ColⅢ)和纤连蛋白(FN)的 ELISA

自来水浸 2 h,风干后浓硫酸浸泡过夜,自来水清洗干净,95%乙

试剂盒,RB 公司生产；鼠抗人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多克

醇浸泡 12 h,高压灭菌。使用前将灭菌后的玻片置于 24 孔板,

隆抗体,Abcam 公司生产；兔抗人 E-钙黏蛋白(E-cadherin)多

滴加 0.1 mg/mL 无菌多聚左旋赖氨酸浸没盖玻片,包被 5 min,

克隆抗体,Cell Signaling(CST)公司生产；免疫组化试剂盒,

使多聚赖氨酸充分黏附在盖玻片上,吸干多聚赖氨酸,无菌水

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人重组 TGF-β1,购自

彻底冲洗,超净台风干,紫外线照射 20 min 灭菌备用。

R&D System 公司,根据说明书,用含 1 mg/mL 牛血清白蛋白的

2.3.1.2

细胞爬片制备

于 24 孔板中包被盖玻片后,细胞以

4

无菌弱盐酸(4 mmol/L)配制为 1 µg/mL 的储存液,无菌 EP 管

2×10 个/mL 密度接种,每孔 1 mL,孵育 24 h,吸弃细胞上清,

[5]
-70 ℃储存,用时配成 10 ng/mL 浓度 。止消通脉宁颗粒(主

加入无血清培养液 1 mL 静止 24 h,使其同步化。弃细胞上清,

要由黄芪、生地黄、鬼箭羽、夏枯草、莪术、大黄、三七等药

按分组加入含相应浓度药品的培养液,每孔 1 mL,继续培养 24 h。

物组成),北京市金药源药物研究院提供,批号 20090701,6 g/袋,

取出细胞爬片,用 0.01 mol/L PBS 漂洗 5 min×3 次。4%多聚

成人临床用量 1 袋/次,3 次/d。

甲醛固定 20 min,-20 ℃保存备用。

1.4

仪器

2.3.1.3

细胞免疫化学法染色

3%H2O2 去离子水(无色液体)

二氧化碳培养箱,HEAL CELL HL90,LIKANG；超净生物安全

室温孵育 10 min,以消除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活性,蒸馏水冲洗

柜,ESCD CLASSⅡBSC,Airstream；倒置显微镜,Olympus X-71,

后 PBS 浸泡 5 min,微波抗原修复,正常山羊血清室温孵育 10～

Olympus,JAPAN；酶标仪,CliniBio 128L-400。

15 min 封闭非特异结合位点,滴加适当比例稀释的小鼠抗人

2

α-SMA 多克隆抗体,或兔抗人 E-cadherin 多克隆抗体,4 ℃过

实验方法

2.1

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制备

夜。第 2 日取出并恢复至室温,PBS 冲洗 3 min×3 次,相继与

Wistar 大鼠饲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总医院屏障

二抗及 ABC 试剂各孵育 15 min,最后 DAB 显色和苏木素复染,

级动物实验室[许可证号：SYXK-(军)2007-022],普通饲料喂

乙醇梯度脱水后中性树胶封片(细胞爬片倒扣于载玻片上)。

养。随机分为空白组及止消通脉宁低、中、高剂量组,每组 12

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态,并拍照,棕黄色部位为抗原阳性表达部

只。适应性喂养 1 周后,中药组分别按成人临床用量的 5、10、

位。

20 倍灌胃给药,空白组灌服同体积生理盐水。给药前将大鼠禁

2.3.2

食 12 h,使其处于空腹状态,便于药物的吸收。每次 1 mL/100 g

型胶原和纤连蛋白的分泌

体质量,上、下午各 1 次,间隔 12 h,连续灌胃 3 d。于末次灌

24 孔板,每孔 1 mL,每组设 2 个复孔,培养过夜。吸弃细胞上清,

胃前 8 h 禁食不禁水；30 min 后,大鼠股动脉无菌采血；静置

加入无血清培养液 1 mL 静止 24 h,使其同步化。弃细胞上清,

2 h,3 000 r/min 冷冻离心 20 min,取上清,将同组血清混合；

按分组加入含相应浓度药物的培养液,每孔 1 mL。分别于 24、

56 ℃水浴灭活 30 min,1.5 mL EP 管分装后,-20 ℃低温保存

48、72 h 收集细胞上清,4 ℃、2 000 r/min 离心 20 min,仔细

备用。

收集上清,-20 ℃保存待测。指标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

2.2

进行。取出细胞上清液,在包被反应条每孔加入不同质量浓度

细胞培养与分组
HK-2 细胞用含 10%胎牛血清、100 U/mL 青霉素、100 µg/mL

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人肾小管上皮细胞Ⅰ型胶原、Ⅲ
4
细胞以 2×10 个/mL 密度接种于

标准品或待测标本 100 µL,空白对照孔中加入稀释液 100 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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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孵育、洗涤、加酶标抗体和终止反应。在酶标仪上 450 nm

4.3

处,以空白对照孔调零,直接测定各孔 OD 值及样品浓度值。

分泌Ⅲ型胶原的影响(见表 2)

3

止消通脉宁对转化生长因子-β1 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
—

表 2 各组不同时点 HK-2 细胞分泌 Col Ⅲ变化比较(x±s,ng/mL)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结
—

n

组别

24 h

48 h

72 h

果用x±s 表示,进行方差分析,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空白对照组

3 28.318±1.686

4

TGF-β1 诱导组

3 34.101±1.436

*

34.720±1.341

*

40.302±0.332

*

空白血清对照组 3 35.131±1.348

*

34.687±1.672

*

41.367±1.216

*

干预 1 组

3 33.337±0.991

*

34.565±0.528

*

36.108±0.738

*△

干预 2 组

3 31.242±1.124

35.154±0.620

△

30.861±1.306

△

结果
止消通脉宁对转化生长因子-β1 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

4.1

表型转化的影响
免疫细胞化学法检测结果显示：正常细胞呈卵圆形或近立
方形铺路石样,细胞成片生长,胞间连接紧密,胞膜强烈表达

干预 3 组

3 30.107±0.963

E-cadherin,几乎没有α-SMA 表达；经 TGF-β1 诱导后细胞形

4.4

态出现明显改变,大量细胞拉长为梭形,细胞出现间隙,似成纤

分泌纤连蛋白的影响(见表 3)

30.736±0.885

32.932±0.496

33.198±1.315
△

30.119±0.836

△

止消通脉宁对转化生长因子-β1 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

维细胞状生长,胞浆强烈表达α-SMA,E-cadherin 表达几乎消

表3

失；经高剂量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处理后,α-SMA 表达明显减

组别

—

各组不同时点 HK-2 细胞分泌 FN 变化比较(x±s,pg/mL)

n

24 h

48 h

72 h

弱,E-cadherin 表达明显增强；空白血清没有类似作用。见图 1、 空白对照组

3 749.229±34.180 848.176±14.663 906.109± 5.632

图 2。

3 855.440±13.019 918.870± 9.814 971.172±11.375

TGF-β1 诱导组

*

*

*

*

*

*

空白血清对照组 3 854.760±14.433 922.088±11.864 974.841± 9.424
干预 1 组

*

*

*

*

△

*△

△

△

△

3 842.401±19.647 916.957± 5.352 960.447± 8.065

干预 2 组

3 810.464± 9.042 858.543± 7.608 937.197± 4.522

干预 3 组

3 788.376± 2.967 823.667± 5.754 918.840± 6.940

5

讨论
近年纤维化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肾小管上皮细胞表型转

化与肾间质纤维化进程密切相关。表型转化指某种细胞在环境
改变时失去其特定的表型特征而获得另一种表型特征,又称作
注：A.空白对照组；B.TGF-β1 诱导组；C.空白血清对照组；D.干预 3 组
图1

转分化、去分化等。肾小管上皮细胞在炎症、损伤、急性缺血、
[6]
变性和坏死时可发生表型转化 。

各组α-SMA 表达比较(×20)

关于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的机制尚不十分清楚,目前认
为,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Myof)是肾间质纤
[7]
维化形成的重要机制之一 。目前 Myof 的来源还不完全明确,

近年研究发现除了由成纤维细胞活化而来,还有相当一部分来
源于肾小管上皮细胞,有报道在肾纤维化的发生过程中,36%的
新增纤维细胞来源于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表型转化的特点
是肾小管上皮细胞发生了形态、表型和功能的改变,首先肾小
管上皮细胞之间的黏附消失,然后表达肌成纤维细胞标志性蛋
注：A.空白对照组；B.TGF-β1 诱导组；C.空白血清对照组；D.干预 3 组
图2

4.2

随着小管基底膜结构的破坏,细胞获得了移行及浸润的能力,

各组 E-cadherin 表达比较(×20)

止消通脉宁对转化生长因子-β1 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

皮细胞转分化的发生,其中以 TGF-β研究最多,它在多种慢性

—

表 1 各组不同时点 HK-2 细胞分泌 ColⅠ变化比较(x±s,ng/mL)

n

[8]
到达间质作用部位分泌基质蛋白,导致纤维化形成 。

一些研究表明,某些细胞因子及代谢产物参与了肾小管上

分泌Ⅰ型胶原的影响(见表 1)

组别

白α-SMA,而上皮细胞的标志性蛋白 E-钙黏蛋白几乎不表达,

24 h

48 h

肾病中大量表达和分泌,被公认为最重要的诱导上皮细胞转分

72 h

空白对照组

3 182.658±1.908 196.779±2.872 213.824±2.577

TGF-β1 诱导组

3 211.769±2.135 221.539±2.883 230.103±1.722

化的细胞因子,而且其他许多细胞因子影响上皮细胞转分化是

*

*

*

[9]
[5]
通过调节 TGF-β的生成来发挥作用的 。Fan 等 研究了 TGF-β

*

*

*

作用于鼠肾小管上皮细胞的效果,发现随着 TGF-β剂量增加,

*

*

*

α-SMA 细胞表达的百分比增加,而表达上皮细胞黏附分子钙

*

*

△

黏蛋白的细胞在 TGF-β浓度为 50 ng/mL 培养 6 d 后完全消失。

*△

△

△

[9]
Yang 等 报道在单侧输尿管梗阻模型中,TGF-β1 诱导上皮细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0.05；与 TGF-β1 诱导组比较,△P ＜0.05

胞转分化的发生,且参与转分化的全过程,是转分化的关键因

空白血清对照组 3 210.829±2.534 219.706±3.405 232.184±3.860
干预 1 组
干预 2 组
干预 3 组

(下同)

3 207.308±6.445 216.062±5.071 223.585±2.280
3 205.165±4.141 211.912±2.917 218.458±2.807
3 194.333±2.450 203.902±3.034 213.719±2.854

素。研究表明,TGF-β1 在 2～10 n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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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介导中性粒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的黏附。心肌缺血再灌注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rrelation with established cardiovascular

时,缺血的细胞产生大量的促炎介质如脂多糖、TNF-α、补体

risk markers[J]. 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C5a、细胞因子 IL-6 等；在炎症介质作用下,内皮细胞及白细

Biology,2006,26(1)：194-199.

胞表达活性提高,两种细胞相继被激活,细胞表面有多种黏附
[10]

分子表达,并能介导炎症和免疫反应 。本实验结果显示,MI/RI
后大鼠血清 TNF-α、ICAM-1 含量都明显增多,提示炎症反应增

[3] 黄烨,王宗仁.中药干预心肌缺血/再灌注炎症反应的研究进展[J].心
脏杂志,2009,21(4)：592-594.
[4] 包怡敏,刘爱华,张志雄,等.银杏酮酯预处理对心肌缺血再灌注大鼠心

强。活血化瘀组可降低 ICAM-1 含量,而痰瘀同治组能够同时抑

肌组织炎症相关细胞因子含量的影响[J].中西医结合学报,2010,8(4)：

制 TNF-α及 ICAM-1 高表达,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73-377.

综合能力优于其他治疗组,提示其能通过降低炎症因子水平,

[5] 唐丹丽,张华敏,刘治中,等.中医不同治法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

防止炎症因子在缺血区血管中黏附、聚集导致内皮损伤,从而

心肌 NF-κB 表达及血清炎症因子释放的影响[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

减轻炎症反应。

志,2009,15(10)：736-737.

IL-10 由各种炎性细胞,特别是巨噬细胞产生,一方面可
抑制炎性细胞(如单核细胞、淋巴细胞等)的黏附和浸润,另一
方面可抑制单核/巨噬细胞合成、释放前炎性细胞因子,是体内
[11]
合成的重要抗炎细胞因子 。在心血管系统中,IL-10 是缺血

再灌注早期就已产生的一种抗炎介质,对 MI/RI 具有保护作
用。实验结果表明,各治疗组能不同程度地升高血清 IL-10 含
量,但均不显著。综合整体实验结果来看,可以认为活血化瘀法
及痰瘀同治法对 MI/RI 炎症反应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可能是通
过控制血脂、抑制炎症相关细胞因子的释放而实现的。

2010,31(1)：112-115.
[8] 李朝杰,龙明智.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相关分子机制及防治[J].国
际心血管病杂志,2011,38(5)：27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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