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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景天类脂质制剂
对缺氧所致PC12细胞凋亡抑制作用及相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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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红景天类脂质制剂(Rho-lip)降低缺氧导致PC12细胞凋亡率的机制。方法 采用MTT

方法研究 PC12 细胞凋亡的情况；使用 2'，7'-二氯荧光素二乙酸酯(DCFH-DA)染色、荧光亲脂性羰花青染料

(JC-1)染色以及钙离子荧光探针Fluo-4-AM染色来评判PC12细胞中活性氧簇(ROS)是否累积、线粒体的功能有

无受损以及 Ca2+含量是否超负荷；Western blotting 实验用来进一步研究 B 淋巴细胞瘤-2 (Bcl-2)、特大 B 淋巴细

胞瘤(Bcl-xL)、蛋白激酶 B (AKT)、糖原合成酶激酶-3 (GSK)等与细胞凋亡密切联系的因子的表达水平，以探究

Rho-lip抑制凋亡的机制。结果 Rho-lip给药后，缺氧诱导的PC12细胞活力提高了28.9% (P<0.01)，并可降低细胞

内Ca2+的含量，改善线粒体膜电位失衡的状况，避免细胞内ROS的大量累积，同时，细胞内Bcl-2与Bcl-xL的表达水

平分别提高了 50.1%和 19.8% (P<0.05)，Rho-lip激活细胞内Akt/GSK3β信号通路(P<0.01)，进而缓解了由缺氧诱导

的PC12细胞凋亡。结论 线粒体依赖通路及Akt/GSK3β通路的激活是Rho-lip保护缺氧所致PC12细胞凋亡的重

要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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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Rhodiola lipid (Rho-lip) on apoptosis of PC12 cells

induced by hypoxia. Methods The apoptosis of PC12 was detected by MTT method. To evaluate whether there was

accumula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impairment in mitochondria function and Ca2+ overload in PC12 cells,

2',7'-dichlorodihydrofluorescein diacetate (DCFH-DA), JC-1 staining, and Fluo-4-AM staining were performed. West-

ern blotting was used to further study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factors closely related to apoptosis, such as B-cell-lym-

phoma-2 (Bcl-2), large B-cell-lymphoma (Bcl-xL), protein kinase B (AKT) and 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 (GSK),

so a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Rho-lip's inhibition of apoptosis. Results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Rho-lip, the activ-

ity of PC12 cells induced by hypoxi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28.9% (P<0.01), which help reduce the content of

intracellular Ca2 +, improve the imbalance of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 and avoide the accumulation of intra-

cellular ROS. At the same tim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Bcl-2 and Bcl-xL in PC12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50.1% and 19.8% , respectively (P<0.05). Rho-lip activated the intracellular Akt/GSK3 β signaling pathway (P<

0.01), which alleviated the apoptosis of PC12 cells induced by hypoxia. Conclusion Activation of mitochondrial-de-

pendent pathway and Akt/GSK3β pathway is an important molecular mechanism of Rho-lip protection of apoptosis in

PC12 cells induced by hypo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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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景天苷是提取自红景天中的一种苯乙醇化合物，

在药理方面具有很多活性。近些年来，关于红景天苷的

药理活性研究热度越来越高。目前的研究已经证实红

景天苷具有抵抗衰老[1]、缓解疲劳[2]、保护心脑血管[3]、调

节机体免疫系统、抗炎症[4]、抗肿瘤[5-7]等功效。现有实

验已经表明，因为中毒和缺氧诱导的小鼠生存能力降

低，寿命减少的状况能够被红景天苷治疗[8]。本研究采

用缺氧12 h诱导的PC12细胞损伤模型，对以红景天苷

为主要成分的红景天类脂质制剂(Rho-lip)的抑制缺氧所

致的PC12细胞凋亡活性及相关机制进行初步探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PC12 细胞 (来自于嗜铬细胞瘤)从

ATCC采购；培养基DMEM、胎牛血清(FBS)、Fluo-4-AM

钙离子荧光探针、神经生长因子(NGF)均购买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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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rogen；MTT、JC-1 线粒体膜电位荧光探针、2',7'-

二氯荧光素二乙酸酯(DCFH-DA)、Hoechst33342细胞
核染色试剂盒、蛋白酶抑制剂、免疫印迹沉淀检测缓
冲液购买自美国的Sigma-Aldrich；ROS试剂盒从南京
建成采办；L-谷氨酸(L-Glu)从北京鼎国昌盛采办；二
甲基亚砜(DMSO)购买自天津光复公司；化学发光检测
试剂盒购买自英国GEHealthcare企业；Bcl-xL、Bcl-2、
P-Akt、T-Akt、T-GSK3β、P-GSK3β、甘油醛-3-磷酸脱氢
酶(GAPDH)等样品均购买自英国，Abcam集团。

1.2 器材 超净工作台从 Airtech 公司采办，荧
光显微镜在北京斯内克集团采购，细胞培养箱在美国
的Steri-Cycle采购，SYNERGY4酶标仪从美国BioTek

采购，凝胶成像仪从美国UVP采购。
1.3 细胞培养 PC12 细胞用含 1%体积的青霉

素/链霉素，5%体积的胎牛血清(FBS)和10%的灭活马
血清的DMEM作为生长环境，放在温度为37℃、含5%

CO2培养箱中繁育。PC12细胞用浓度为 50 ng/mL的
NGF诱导48 h使细胞发生分化，等细胞生长到平板面
积的75%以后继续进行其他研究。

1.4 细胞缺氧-复氧损伤凋亡模型(NHC) 把神
经细胞置于标准培养箱内生长 4 d后，添加不同浓度
红景天类脂质体制剂预处理 4 h，随后放入含有 82%

N2、5%CO2、10% H2三种混合气的厌氧培养箱中，缺氧
繁育 12 h，随后放在饱和湿度 37℃、5%CO2培养箱中
复氧繁育24 h。

1.5 细胞活性测定 分别用浓度为 1 μg/mL，
2 μg/mL，4 μg/mL 和 8 μg/mL 的Rho-lip或空白培养基
对PC12细胞进行预处理4 h，随后缺氧处理12 h后，然
后将细胞放在标准培养箱中复氧繁育 24 h，然后加入
10 µL MTT处理4 h，随后弃去孔板中培养液，并在每
个孔中添加100 µL的DMSO，再放于37℃培养箱中培
养15 min，使结晶甲瓒溶于DMSO，最后使用酶标仪检
测490 nm和540 nm下的OD值。

1.6 细胞凋亡形态分析 在NEST6孔板内接种
PC12细胞，细胞量为 2.0×106个/孔，待PC12细胞发生
分化后，加入Rho-lip继续繁殖4 h，随后无氧处理12 h

后，再将细胞放在标准培养箱中给氧生长 1 d，按照说
明书在每孔添加浓度为5 μg/mL的Hoechst染料，在培
养箱暗室中孵育30 min，将NEST6孔板用磷酸盐缓冲
液(PBS)荡涤3次去除多余的染料，最后在荧光显微镜
下检测每组信号强度的变化。

1.7 活性氧簇(ROS)活性测定 在 NEST6 孔板
内接种 PC12细胞，细胞量为 2.0×106个/孔，用Rho-lip

先处理 4 h 后，随后在厌氧培养箱中无氧处理 12 h

后，将细胞放在标准培养箱中有氧生长 1 d，然后向每
孔添加 10 μmol/L 的 DCFH-DA，在 37℃的培养箱中
繁殖 20 min。将孔板用PBS荡涤 3次去除多余染料，
最后在荧光显微镜下检测每组信号强度的变化。

1.8 细胞内Ca2+浓度分析 在NEST6孔板内接
种PC12细胞，细胞量为 2.0×106个/孔，用Rho-lip先处

理PC12细胞4 h，在每孔加入浓度5 m/L的Fluo-4-AM

试剂，在培养箱暗室中孵育半个小时，将孔板用 PBS

荡涤3次去除多余染料。最后在显微镜下观察每个实
验组信号强度的改变情况。

1.9 细胞线粒体膜通透性测定 把PC12细胞随
机划成四个实验组，其中涵盖健康小鼠的空白组(不
进行缺氧处理)、模型组(直接进行缺氧处理)、实验组
(4 g/mL和8 g/mL Rho-lip预处理后再进行缺氧处理)，
从实验结果图可以得知，铬瘤细胞处理半天后，采用
JC-1 染料进行染色，使用荧光显微镜来研究 Rho-lip

对细胞内线粒体膜通透性的影响。
1.10 Rho-lip对缺氧诱导的PC12损伤细胞中Akt

和GSK3β表达的影响 将PC12细胞以4.0×106个/孔的
量添加在 6孔板中，用Rho-lip和无氧给氧处理，随后
用磷酸盐缓冲液(PBS)将孔板清洁 3 次，再加入 RIPA

80 μL在冰上裂解蛋白半个小时，随后进行离心，离心
速度为 10 000 r/min，离心时间是 10 min，离心的温度
为 4℃，弃沉淀留清澈的液体用来测定细胞中的蛋白
量。随后将样品稀释到相应浓度，按照文献中的操作
方法研究 Bcl-xL、Bcl-2、P-Akt、T-Akt、T-GSK3β以及
P-GSK3β蛋白的表达水平，并以 GAPDH 作为内参对
相应蛋白量进行标准化。

1.11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
表示，使用 SPSS16.0 软件(IBM 公司，Armonk，NY)进
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然后进行事后多重比较
(Dunn's检验)以计算统计学显著性。以P<0.05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Rho-lip 对缺氧诱导的 PC12 细胞活性的影

响 PC12 细胞活性测定如图 1 所示，用不同浓度
(1 μg/mL、2 μg/mL、4 μg/mL 和 8 μg/mL)的 Rho-lip 处
理 PC12 细胞后，PC12 细胞的活性无明显变化 (P>

0.05)；在厌氧培养箱中缺氧处理 12 h后，PC12细胞的
活性严重下降，生存能力也明显降低(P<0.001)；而与
单独缺氧处理的模型组相比，用4 μg/mL和8 μg/mL的
Rho-lip 预处理的 PC12 细胞的生存能力提高了将近
28.9%和30.8% (P<0.01)。

图1 Rho-lip对缺氧12 h致PC12细胞损伤的影响

注：与空白组比较，aP<0.01；与缺氧模型组比较，b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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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Rho-lip对缺氧导致PC12细胞凋亡的影响 细

胞凋亡形态分析如图2所示，细胞缺氧12 h，复氧24 h

后，亮蓝色荧光细胞含量增加，凋亡比例显著升

高。而与单独缺氧处理的损伤细胞不同，4 μg/mL和

8 μg/mL的Rho-lip预处理后的PC12细胞凋亡比例显

著降低。结果显示Rho-lip能够显著阻止由缺氧引起

的细胞损伤。

2.3 Rho-lip对缺氧PC12细胞内ROS和Ca2+浓度

的影响 细胞内活性氧簇(ROS)活性测定及Ca2+浓度

分析如图 3所示。DCFH-DA分析结果显示，PC12细

胞无氧孵育 12 h后，ROS的含量有着显著的增加；而

与 PC12 细胞的模型组相比，4 μg/mL 和 8 μg/mL 的

Rho-lip预处理4 h后，再缺氧处理12 h，PC12细胞荧光

强度会有很明显的降低。说明Rho-lip能够显著阻止

由缺氧诱导的PC12胞内ROS含量的增加。

Fluo-4-AM可以检测胞内Ca2+的水平。在由缺氧

导致的模型组细胞中，可以看到绿色荧光的亮度增加

很多；而 4 μg/mL和 8 μg/mL的Rho-lip预处理 4 h后，

红色荧光亮度提升了较多。可知Rho-lip显著缓解由

无氧引发的PC12细胞Ca2+含量的上升。

图2 Rho-lip对无氧培养12 h引发的PC12细胞凋亡的改变情况(标尺为100 μm)

2.4 Rho-lip对缺氧导致的PC12细胞线粒体膜电

位的影响 细胞线粒体膜通透测定如图 4A 所示，缺

氧处理PC12细胞12 h后，用荧光显微镜观察，可以看

出绿光的强度有所增大，而红光也有所减弱，表明细

胞内线粒体的跨膜电位(MMP)降低，说明缺氧对PC12

细胞的线粒体造成严重损伤。 4 g/mL 和 8 g/mL

Rho-lip 进行预处理之后再进行 12 h 的缺氧处理，显

微镜观察结果表明，细胞内绿色荧光的区域减少，红

色荧光的面积增加，表示细胞内线粒体的MMP有着

显著的提高，同时膜透过性有所减弱。如图 4B 所

示，在缺氧处理 PC12 细胞 12 h 后，模型组细胞内

Bcl-xL 和 Bcl-2 的含量显著减少(P<0.01)；而与模型

组的损伤细胞比较，用8 g/mL Rho-lip先孵育3 h的给

药组 Bcl-xL 和 Bcl-2 蛋白的表达水平分别提高了

19.8%及50.1%。

2.5 Rho-lip 对缺氧诱导的 PC12 细胞中 Akt 和

GSK3β表达的影响 Rho-lip 对由缺氧诱导的 PC12

损伤细胞中 Akt 和 GSK3β含量变化如图 5，缺氧处

理 PC12 细胞 12 h 后会显著减少 P-Akt 及 P-GSK3β
的含量(P<0.01)；用 Rho-lip 先孵育细胞 4 h，能够显

著地抑制缺氧所致的磷酸化 GSK3β和 Akt 的表达显

著下降(P<0.01)。结果表明 Akt/GSK3β通路的激活

可以介导 Rho-lip 对缺氧所致的 PC12 细胞凋亡保护

作用。

图3 Rho-lip对缺氧诱导PC12细胞中ROS过度释放及钙离子内流的抑制作用(标尺为100 μm)
注:A，Rho-lip对缺氧诱导PC12细胞中ROS过度释放的抑制作用；B，Rho-lip对钙离子内流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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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凋亡是机体为了维持自身的稳定和适应周围环

境而进行的死亡程序，对于细胞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在

某些损伤因素的影响下，细胞会发生过度的异常凋亡，

细胞凋亡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特异的形态学变化。本

研究发现，缺氧处理 12 h后，PC12细胞的损伤显著增

加致使细胞凋亡数目增加。经不同浓度的Rho-lip预

处理后，PC12细胞损伤程度明显减小，凋亡数目显著

降低，起到保护缺氧所致的PC12细胞凋亡作用。

ROS是细胞生命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因子，主

要包括包括：H2O2、O2-、及OH-等。有前期研究报道，细胞
内ROS过度累积能够引起细胞凋亡乃至死亡[9-10]。本
实验结果证明，Rho-lip 能够显著降低缺氧诱导的
PC12 胞内 ROS 的升高，从而抑制细胞的过度凋亡。
近几年的实验报道表明，神经细胞胞内Ca2+过度累积
会致使细胞发生病理改变，最后引发细胞的死亡；细
胞内Ca2+超负荷会引发很多细胞功能产生故障，最终
会诱发神经元的损伤，甚至发生死亡。细胞内Ca2+超
负荷是缺血性神经元变性的一个特征[10-12]。本实验结
果表明Rho-lip能够显著降低缺氧诱导的PC12细胞内
钙离子含量的增多，进而阻止由Ca2+超负荷而引发的
一系列导致神经细胞的损伤和死亡反应发生。

Bcl-2 家族蛋白是参与内源性死亡的重要成员，
这也与细胞凋亡密切相关，其中，Bcl-2和Bcl-xL的作
用为阻碍凋亡，Bax 则加速凋亡 [13-15]。本实验结果说
明，Rho-lip显著地提高细胞中Bcl-xL以及Bcl-2蛋白
的浓度，Rho-lip通过促进凋亡抑制蛋白表达，以及线
粒体依赖途径来阻碍细胞的过度凋亡。GSK3β是Akt

的底物，Akt能够使GSK3β磷酸化，磷酸化的GSK3β蛋
白质表达量的降低能诱导细胞的凋亡，这一过程与抑
制细胞内 Bcl-xL 蛋白的表达水平密切相关 [16-17]。
Rho-lip能够显著地抑制缺氧所致的磷酸化GSK3β和
Akt的表达下降。表明Akt/GSK3β通路的激活可以介
导Rho-lip对缺氧所致的PC12细胞凋亡保护作用。

总之，Rho-lip可以显著抑制由缺氧引发的细胞凋
亡，并抑制胞内Ca2+浓度的提高，减少MMP降低，阻止
细胞内 ROS 过度累积，并增加了 PC12 内 Bcl-2、
Bcl-xL的含量，引发Akt/GSK3β通路从而阻碍了由缺
氧引发的细胞凋亡。实验结果表明，Rho-lip保护缺氧
所致细胞凋亡与线粒体相关的途径和Akt/GSK3β通路
的激活密切相关。

图4 Rho-lip对缺氧引发的PC12细胞中线粒体膜透过性的变化(标尺为100 μm)
注：A，细胞线粒体膜透过性变化；B，Bcl-2及Bcl-xL蛋白的表达水平。与空白组比较，aP<0.01；与缺氧模型组比较，bP<0.05，cP<0.01。

图 5 Rho-lip对缺氧诱导的PC12细胞中磷酸化Akt及GSK3酸表达

的调节作用

注：与空白组比较，aP<0.01；与缺氧模型组比较，b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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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尾素对高脂膳食小鼠血脂水平的影响
邓鑫磊 1，吴凌云 1，李婧嘉 1，郭雨辰 1，林涛 1，侯世娇 1，彭健 2，王庆 1

(1.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 广州 510080；
2.南华大学护理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目的 通过饲喂高脂饲料建立高血脂小鼠模型，并给予血清鸢尾素(Irisin)处理，探索 Irisin对小鼠血

脂水平的影响，为 Irisin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方法 24只8周龄雄性昆明小鼠，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根据随机数表

法分为三组，每组8只：普通膳食对照组[普通饲料+磷酸盐缓冲液(PBS)]、高脂膳食模型组(高脂饲料+PBS)和 Irisin

干预组(高脂饲料+0.125 ng/kg Irisin，用等量PBS溶解)。饲养2周，记录体质量，同时 Irisin干预组每周给予2次尾静

脉注射 Irisin处理，最后一次处理后隔夜取血，用甘油三酯(TG)试剂盒、总胆固醇(T-CHO)试剂盒和高密度脂蛋白

(HDL-C)试剂盒检测小鼠的血脂变化水平。结果 实验结束后，高脂膳食模型组中小鼠体质量达(42.28±1.27) g、血

清TG含量为(0.86±0.21) mmol/L、T-CHO含量为(6.79±0.86) mmol/L，HDL-C含量为(6.18±0.85) mmol/L，分别与普

通膳食对照组的(40.65±1.26) g、(0.69±0.10) mmol/L、(3.25±0.54) mmol/L和(8.49±1.69) mmol/L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Irisin干预组小鼠的体质量为(40.54±1.34) g，而血清中TG和HDL-C含量分别为(0.59±0.10) mmol/L

和(8.03±1.54) mmol/L，与高脂膳食模型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血清 Irisin对小鼠血脂代谢水

平有显著改善。

【关键词】 鸢尾素；血脂代谢；高血脂；小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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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risin on serum lipid level in mice fed a high-fat diet. DENG Xin-lei 1, WU Ling-yun 1, LI Jing-jia 1, GUO
Yu-chen 1, LIN Tao 1, HOU Shi-jiao 1, PENG Jian 2, WANG Qing 1. 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Nurs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Hun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irisin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irisin on lipid metabolism of mice by establishing hyperlipidemia models induced by high-fat diet and disposed of s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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