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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消通脉宁对 TGF-β1 诱导的人肾小管上皮细胞
CTGF、PAI-1、MMP-9 mRNA 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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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以下简称“药物血清”)清干预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诱导的人肾
小管上皮细胞(HK-2)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PAI-1)、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mRNA
的表达,探讨其在防治肾间质纤维化方面的作用。方法

将 HK-2 细胞用含 10%胎牛血清的 DMEM/F12(1∶1)培养基培

养。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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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剂量药物血清)、干预 2 组(TGF-β1 10 ng/mL＋10%中剂量药物血清)、
干预 3 组(TGF-β1 10 ng/mL＋10%高剂量药物血清)。药物干预 24 h 后,荧光定量 PCR 检测 CTGF、PAI-1 和 MMP-9 mRNA
的表达。结果

HK-2 细胞经 TGF-β1 诱导后,CTGF、PAI-1 mRNA 表达显著上升,MMP-9 mRNA 表达减弱,与空白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经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干预后,CTGF、PAI-1 mRNA 表达逐步下降,MMP-9 mRNA 表
达逐步上升,与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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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F-β1
诱导的人肾小管上皮细胞纤维化,其机制可能与调节纤维化细胞因子 CTGF、PAI-1 和 MMP-9 的 mRNA 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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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Zhixiaotongmaining on Expression of CTGF, PAI-1 and MMP-9 mRNA of Human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 HK-2 Induced by TGF-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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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Bang-neng1, LIU Tong-hua3, WU Li-li3, Margetts Peter Joseph4 (1.Gansu Province Hospital of TCM, Gansu
Province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50, China；2.Gansu College of TCM, Lanzhou 730000, China；
3.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4.McMaster University, Hamilton Ontario T3309, Canad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Zhixiaotongmaining on the expression of CTGF, PAI-1 and
MMP-9 mRNA of human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HK-2 induced by TGF-β1, and explore its mechanism
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renal fibrosis.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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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nk serum
control group (TGF-β1 10 ng/mL ＋ 10% blank serum), Zhixiaotongmaining drug-containing serum
intervention groups (TGF-β1 10 ng/mL＋10% low dose Zhixiaotongmaining, TGF-β1 10 ng/mL＋10%
medium dose Zhixiaotongmaining, TGF-β1 10 ng/mL ＋ 10% high dose Zhixiaotongmaining). After
intervened for 24 h, the expression of CTGF, PAI-1 and MMP-9 mRNA were tested by fluorescence
quantitatiye PCR assay. Results After the HK-2 cell was induced by TGF-β1, the expression of CTGF and
PAI-1 mRNA were increas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MMP-9 mRNA was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P ＜0.05). After intervened by Zhixiaotongmaining, the expression of CTGF and PAI-1 mRNA decreas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MMP-9 mRNA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GF-β1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Zhixiaotongmaining could prevent the development of renal fibrosis to some extent, its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with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CTGF, PAI-1 and MMP-9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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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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危及生命。D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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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更为密切,故肾间质纤维化的机制在 DN 的发展中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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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霉素 DMEM/F12(1∶1)完全培养基,于 37 ℃、5%CO2 细胞培养

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目前研究发现,肾间质纤维化的形成

箱中培养。每隔 2～3 d 换新鲜培养基 1 次,培养融合至 80%以

与多种纤维化细胞因子相互作用有关，调节纤维化细胞因子的

上,用含 0.25%胰蛋白酶、0.05%EDTA 的消化液消化,用完全培

正常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纤维化的发展。止消通脉宁是

养基终止消化后,1 000 r/min 离心 5 min。用新鲜培养基将细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著名老中医吕仁和教授治疗 D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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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经验方,已在临床作为院内制剂应用多年,在治疗 DN 方面

使细胞同步化,实验重复 3 次。

具有一定的临床疗效

[2-4]

。本实验通过观察止消通脉宁对转化

2.3

分组

生长因子-β1(TGF-β1)诱导的人肾小管上皮细胞(HK-2)的结

将传代培养的 HK-2 细胞分为 6 组。空白对照组：DMEM/F12

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PA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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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等纤维化细胞因子 mRNA 表达的影

TGF-β 1 ；空白血清对照组：DMEM/F12 培养液＋10 ng/mL

响,进一步探讨其对肾间质纤维化的作用,为其防治 DN 肾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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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维化提供实验依据。

TGF-β1＋10%低剂量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
干预 2 组：DMEM/F12

1

培养液＋10 ng/mL TGF-β1＋10%中剂量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

实验材料

1.1

干预 3 组：DMEM/F12 培养液＋10 ng/mL TGF-β1＋10%高剂量

细胞株
HK-2 细胞,兰州大学实验中心提供。

1.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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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院动物中心提供,动物许可证号：SCXK(甘)2004-0006。
1.3

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
人肾小管上皮细胞结缔组织生长因子等纤维细胞因子表

达测定
细胞以 6 000 个/孔的密度接种于 96 孔板中,每孔 200 µL,
每组设 3 个复孔,培养过夜。

药物与试剂
止消通脉宁颗粒(主要由黄芪、生地黄、鬼箭羽、夏枯草、

吸弃细胞上清,加入无血清培养基同步化 24 h。再次弃细

莪术、大黄、三七等药物组成),北京市金药源药物研究院提供,

胞上清,按照分组加入相应药品的培养液 200 µL,继续培养 24 h。

批号 20090701,6 g/袋,成人临床用量 1 袋/次,3 次/d。

提取 RNA 进行 PCR 实验操作。

DMEM/F12(1 ∶ 1) 细胞 培 养 基,Gibco 公 司 ； 胎 牛血 清,

总 RNA 的抽提：用枪头吸尽培养基,向各孔中加入 125 µL×

Hyclon 公司；
EDTA、
胰蛋白酶,Amresco 公司。
人重组 TGF-β1,R&D

TM
2 的 Washing Buffer。用枪头吸尽 Cell Amp Washing Buffer,

System 公司,根据说明书,用含 1 mg/mL 牛血清白蛋白的无菌

后向各孔中加 50 µL Processing 溶液,反复吹打 Processing

弱盐酸(4 mmol/L)配制为 1 µg/mL 的储存液,无菌 EP 管-70 ℃

液后,移至微量离心管中。75 ℃水浴 5 min,分装得到的细胞

[5]

储存,用时配成 10 ng/mL 浓度 。人 CTGF、PAI-1、MMP-9 mRNA
引物均由北京奥科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合成。
1.4

仪器

裂解液。将提取出的总 RNA 进行完整性分析及纯度测定。
反转录反应：根据 RT 反应体系(见表 1),于 PCR 管中相
应 体 积 的 5 × PrimeScript

TM

Buffer,PrimeScriptTM RT

CO2 培 养 箱 ,HEAL CELL HL90,LIKANG ； 超 净 生 物 安 全

Enzyme Mix I, Oligo dT Primer(50 µmol/L)×1,Random 6 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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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Nase Free dH2O 分装,再加入 RNA 样品,迷你离心机混匀,进行

Olympus,JAPAN；PCR 仪,型号 ABI7300,ABI 公司；紫外可见分

PCR 反转录反应(37 ℃、15 min,85 ℃、5 s),反转录所得产

光光度计,UV1100 5970019,上海天美科学有限公司。

物为模板 cDNA,-20 ℃保存以备后续扩增用。此过程均在冰上

2

操作。

2.1

实验方法
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制备
48 只雄性 Wistar 大鼠饲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总

表 1 RT 10 µL 反应体系
反应体系组份

体积(µL)

医院屏障级动物实验室[许可证号：SYXK-(军)2007-022],普通

5×PrimeScript

饲料喂养。随机分为空白组及止消通脉宁低、中、高剂量,每

PrimeScript RT Enzyme Mix I

0.5

组 12 只。适应性喂养 1 周后,中药组分别按成人临床用量的 5、

Oligo dT primer(50 µmol/L)×1

0.5

10、20 倍给予大鼠灌胃,空白组灌服同体积生理盐水。给药

Random 6 mers

0.5

前将大鼠禁食 12 h,使其处于空腹状态,便于药物的吸收。每

RNase Free dH2O

补 4.5

次 1 mL/100 g 体质量,上下午各 1 次,间隔 12 h,连续灌胃 3 d。

RNA Sample

2

TM

Buffer

TM

2

于末次灌胃前 8 h 禁食不禁水；30 min 后,大鼠股动脉无菌采

PCR 扩增反应：根据 PCR 反应体系组份(见表 2),于 PCR 管

血；静置 2 h,3 000 r/min 冷冻离心 20 min,取上清,将同组血

中加入相应体积的 SYBR Premix Ex TapⅡ(2×),PCR Forward

清混合；56 ℃水浴灭活 30 min,1.5 mL EP 管分装后,-20 ℃

Primer(10 µmol/L),PCR Reverse Primer(10 µmol/L),dH20

低温保存备用。

和 cDNA 模板,迷你离心机混匀。两步法 PCR 扩增程序：①预变

2.2

性 95 ℃、31 s；②PCR 反应：95 ℃、5 s,64 ℃、40 s,×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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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组份在冰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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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体系组份
SYBR Premix Ex TapⅡ(2×)

体积(µL)

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TGF-β1

10

中和抗体或天然拮抗剂、基因治疗等,但其抗肾纤维化效果并不

PCR Forward Primer(10 µmol/L)

0.4

理想。近年来,中医药从扶正固本、活血化瘀、清热利湿、化浊

PCR Reverse Primer(10 µmol/L)

0.4

排毒等多个角度,由单味中药、中药有效成分及中药复方制剂多

ROX Reference Dye(50×)

0.4

方面进行抗纤维化的实验及临床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dH20

6.8

cDNA

[7-10]

。

目前研究发现,CTGF 作为 TGF-β的下游因子,是 TGF-β活
性的重要调节者,其与受体结合诱导成纤维细胞增生、基质蛋

2

结果分析：β-actin 被扩增作为对照,荧光实时 PCR 反应

白质合成及整合素的表达。在人活检标本组织损伤严重区域

结束后,由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自动分析软件 Pathogen Suite

CTGF 表达增加。研究发现,CTGF 抗体或反义寡核苷酸可减少

V1.0 软件确定阈值,进而确定各反应样本的 CT 值,采用相对定

TGF-β刺激成纤维细胞和肾小球系膜细胞产生细胞外基质

-△△CT

量的 2

法分析 PCR 结果,确定各样本之间基因的表达差异

[11]

。

PAI-1 是血液中纤溶酶原激活剂最有效的生理性抑制剂,可由

(每种细胞因子单独测定其基因表达)。

肾小管上皮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产生,TGF-β可促进其表达,

3

增加 PAI-1 的量可以明显减少纤溶酶的产生,而纤溶酶可以降

统计学方法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数

解多种基质蛋白-Ⅳ型胶原、纤维结合素、层黏素、蛋白多糖

—

据用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P ＜0.05 表示差异有统

以及纤维蛋白；它可以激活 MMPs 及胶原蛋白降解酶

计学意义。

此,PAI-1 可以调节肾小球膜内基质的量,在促肾间质纤维化

4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3]

结果
荧光定量 PCR 结果表明,HK-2 细胞经 TGF-β1 10 ng/mL

作用 24 h 后,促纤维化细胞因子 CTGF、PAI-1 mRNA 的表达显

[12]

。因

。MMPs 以酶原形式分泌,体内被激活的

机制不清楚,体外可被纤溶酶原、激肽释放酶、组织蛋白酶 G
[14-15]

及尿激酶激活。MMPs 具有降解基质蛋白沉积的作用

。

著增强,MMP-9 mRNA 表达减弱,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本实验研究发现,人肾小管上皮细胞 HK-2 经 TGF-β1 诱导

学意义(P ＜0.05),但和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共同作用后,

后,其纤维化促进因子 CTGF、PAI-1 mRNA 的表达显著上升,而纤

CTGF、PAI-1 mRNA 的表达受到抑制,MMP-9 mRNA 表达上调,特

维化抑制因子 MMP-9 mRNA 的表达逐步减弱,再次证实了 TGF-β1

别是药物血清高浓度作用更为显著,与单纯 TGF-β1 诱导组比

与肾间质纤维化发生的相关性。但经止消通脉宁药物血清干预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果提示止消通脉宁具有调

后,CTGF、PAI-1 mRNA 的表达逐步下降,而 MMP-9 mRNA 的表达

控 TGF-β1 诱导 HK-2 细胞纤维化因子 CTGF、PAI-1、MMP-9 mRNA

逐步上升,与单纯 TGF-β1 诱导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表达的作用,并且各浓度组表现出一定的量效关系,而空白血

0.05),说明止消通脉宁在肾间质纤维化过程中具有调控纤维化

清无类似作用。结果见表 1。

细胞因子网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纤维化的发展。

表1

各组 TGF-β1 诱导 HK-2 细胞 CTGF、PAI-1、MMP-9 mRNA 表达比较
—

(x±s,n ＝3,△CT 差值)
组别

CTGF

空白对照组

PAI-1

6.562±0.616

[2] 高彦彬,刘铜华,唐代屹.止消通脉宁对糖尿病大鼠肾功能及肾脏病理

15.248±0.217

单纯 TGF-β1 诱导组 12.476±0.284

*

10.422±0.478

*

8.931±0.802

*

空白血清对照组

13.305±0.511

*

10.849±0.354

*

7.637±1.595

*

干预 1 组

12.114±0.105

*

10.227±0.261

*

9.050±0.086

*

10.574±0.352

*△

8.003±0.086

*△

干预 2 组
干预 3 组

8.269±0.874

*△

5.985±0.697

△

11.973±0.118

*△

15.254±0.503

△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 ＜0.05；与单纯 TGF-β1 诱导组比较,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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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结果。由于肾间质纤维化的程度与肾功能受损的程度密
切相关,而且早期肾间质纤维化可完全逆转,近来的研究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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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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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组 SCI 患者治疗前后功能评分比较(x±s,分)
运动功能

感觉功能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治疗组

63

72.30±15.47

80.47±12.32

8.19±2.27

90.33±18.51

100.09±17.66

9.31±3.11

对照组

63

73.19±14.98

79.06±15.00

5.38±2.11

91.47±17.34

99.09±16.87

8.60±2.98

注：2 组运动功能评分差值比较,t ＝10.04,P ＜0.001；2 组感觉功能评分差值比较,t ＝1.86,P ＜0.05

4

讨论

[2] 张绍岚.疾病康复[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SCI 属中医学“痿证”范畴。中医学认为,其伤虽在脊柱,

[3] 章稼.运动治疗技术[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64-209.

实乃损伤督脉。督脉行于后正中线,总督周身之阳,为“阳脉之

[4] 张绍岚.康复功能评定[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海”。督脉损则气乱血溢,手足三阳经气不通,气血凝滞,阳气不

[5] Ragnarsson KT. Function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 after spinal

达四末,筋经失养,而致肢体麻木,不能活动。

cord injury ： current use,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future

目前临床尚无一种方法能够完全治愈 SCI 所造成的后遗
[5]

症 。寻找 SCI 治疗方法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诱导和支持神经
萌发以及定向生长。多项研究表明,损伤轴突附近的外加电场
可以促进轴突再生,同时对自由基、脊髓神经递质、水、电解
质、神经营养因子及脊髓 bcl-2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等有一定的
[6-8]

directions[J]. Spinal Cord,2008,46：255-274.
[6] Patel N, Poo MM. Orientation of neurite growth by extracellular
electri fields[J]. Neurosci,1982,2(4)：483-496.
[7] 邵阳,王永堂,高洁,等.外加电场对实验性大鼠脊髓损伤作用的研究[J].
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2007,24(5)：360-362.

。外加直流电场能够促进轴突向阴极生长,但有研究表

[8] Borgens RB, Bohnert DM. The responses of mammalian spinal axons

明,过长时间面对阳极的轴突会发生萎缩[9]。这种发现促进了

to an applied DC voltage gradient[J]. Exp Neurol,1997,145(2)：

影响

一种特殊刺激技术的发展——脉冲电刺激,脉冲电场引发的生

376-389.

物学效应不同于一般的直流电或静电场,它包含从低频至高频

[9] McCaig CD. Spinal neurite reabsorption and regrowth in vitro

的多种频率,且作用时间短。正是由于脉冲电场的这些特点,

depend on the polarity of an applied electric field[J].

它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较为明显的生物学效应。通过定期
变换电场强度,可以在阳极排斥神经突生长之前促进神经突向
[10]

阴极生长,从而实现轴突的双向生长
有促进神经营养因子的合成
[14]

活性

[11-12]

。研究表明,脉冲电场具

、减少自由基损伤

[13]

、调节酶

、抑制神经元内的钙离子超载[15]等作用。

本研究运用夹脊脉冲电刺激治疗 SCI,旨在疏通督脉,活
血化瘀,使阳气通达周身,精血濡养四末,以恢复机体功能。观
察结果表明,治疗后患者在痉挛程度、功能评定及日常生活活
动能力等方面均有明显改善,对 SCI 的康复具有促进作用。然
而,有关确切的脉冲参数及具体针刺脊髓节段,笔者尚未得出
最优化技术方案,需要进一步研究。

Development,1987,100(1)：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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