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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206通过靶向调控
notch3参与香烟烟雾诱导的人肺微血管内皮细胞凋亡

任佳荣，任登华，徐晶晶，黄永刚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无锡分院 无锡锡山人民医院呼吸内科，江苏 无锡 214011)

【摘要】 目的 探讨miR-206在香烟烟雾提取物(CSE)诱导人肺微血管内皮细胞(HPMECs)凋亡中的分子作

用机制。方法 实时定量PCR检测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Western blot检测相关蛋白的表达水平；流式细胞技术检

测细胞凋亡；萤光素酶实验验证 miR-206 与下游基因的结合位点。结果 不同浓度的CSE (0.5%~5.0%)处理能够

促进HPMECs凋亡的同时增加miR-206 的表达水平(P<0.05)。 MiR-206过表达促进HPMECs的凋亡，同时提高

cleaved caspase-3和 caspase-9蛋白水平(P<0.05)；而miR-206低表达可以抑制CSE引起的HPMECs凋亡以及凋亡

相关蛋白(cleaved caspase-3 和 caspase-9)表达的上调(P<0.05)。生物信息学分析以及萤光素酶实验结果证实

miR-206可以通过作用于notch3 3'非翻译区从而抑制notch3的表达。进一步的营救实验发现，notch3 过表达可以

拮抗miR-206 引起的HPMEC凋亡。结论 MiR-206在CSE处理的HPMECs中表达上调，miR-206低表达对CSE

引起的凋亡起到抑制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通过靶向调控 notch3 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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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miR-206 in the apoptosis of human pulmonary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HPMEC) induced by cigarette smoke extract (CSE). Methods Relevant gene expres-

sion was determined by qRT-PCR; related protein level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assay; cell apoptosis was mea-

sur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binding site of miR-206 and downstream genes was verified by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Results 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SE (0.5%-5.0% ) promoted the apoptosis of HPMECs and in-

creas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206 (P<0.05). Overexpression of miR-206 promoted HPMECs apoptosis and in-

creased the protein levels of cleaved caspase-3 and caspase-9 (P<0.05). While down-expression of miR-206 inhibited

CSE-induced HPMEC apoptosis and up-regulated expression of apoptosis-related proteins (cleaved caspase-3 and cas-

pase-9) (P<0.05).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and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results confirmed that miR-206 negatively regu-

lated the expression of notch3 by targeting on 3'untranslated region of notch3 (P<0.05). Further rescue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notch3 overexpression antagonized miR-206 induced HPMEC apoptosis (P<0.05). Conclusion MiR-206

is up-regulated expression in CSE-treated HMPEMCs, and down-regulation of miR-206 attenuates CSE-induced apopto-

sis, which may be achieved by targeted regulation of not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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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致残和死亡的常见原因，全球有超过
3亿人患有COPD [1]。 COPD目前是世界范围内第四
大死亡原因，并被世界卫生组织预测成为2030年前的
第三大死因 [2]。 最新的研究发现人肺微血管内皮细
胞 (human pulmonary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HPMECs)的凋亡在 COPD 发病机制中起着非常关
键的作用 [3-4]。MicroRNAs (miRNAs)是一类保守的
转录后调节因子，它通过与靶 mRNAs 的 3'非翻译区
(3' UTR)中的互补序列结合来调节基因表达 [5]。研究
发现很多miRNAs 在COPD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发
生异常变化[6-7]，提示miRNA可能与COPD的疾病发展

有关。最近的研究发现 miR-206 在 COPD 患者血清
中表达上调 [8]，但是其具体的机制没有相关报道。本
项目研究了 miR-206 在香烟烟雾提取物 (cigarette

smoke extract，CSE)诱导HPMECs凋亡中的分子作用
机制，从而为寻找治疗 COPD新靶点提供试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材料 HPMECs 购于美国 PromoCell

公司；内皮细胞培养基(ECM) 购于美国 PromoCell 公
司；胎牛血清购于美国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
miR-206 模拟物 (miR-206 mimics)，miR-206 抑制剂
(miR-206 inhibitors)以及相对应的无关序列 (mimic

control，inhibitor control)购于广州锐博生物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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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时定量PCR 引物，TRIzol试剂，荧光定量 PCR

试剂盒以及Lipofectamine 2000 转染试剂购于TaKaRa

公司。pmirGLO质粒以及pcDNA3.1-notch3质粒购于

上海吉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细胞凋亡试剂盒购于碧

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Western blot 相关抗体购于

Abcam公司；双萤光素酶试剂盒购于Promega 公司。

1.2 HPMECs的细胞培养以及转染 HPMECs

细胞利用含有 10%的胎牛血清的 ECM 培养；培养条

件为含有 5% CO2 的湿润培养箱中于 37℃ 进行培

养。使用 Lipofecatmine 2000 试剂对 HPMECs 进行

miRNA 以及相关质粒的转染，转染后 24 h，实行进一

步的实验。

1.3 CSE的制备以及细胞处理 参考文献[9]并

进行改良，将 4支香烟燃烧产生的烟雾溶于 10 mL的

ECM 中，调整 pH 值为 7.5，过滤除菌，将此 CSE 溶液

浓度设定为 100%，CSE于提取完 30 min内进行相关

实验。利用 ECM 将 CSE 分别稀释为 0.5%，1%以及

5%，然后讲细胞于含有不同浓渡CSE的ECM中培养

24 h后进行相关实验。

1.4 实时荧光定量 PCR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qRT-PCR) 根据生产商的要求，利用 TRIzol试剂

提取处理后细胞的总RNA，然后将提取的RNA 反转录

为cDNA，采用荧光定量PCR 扩增仪检测miR-206以及

notch3 的 mRNA 表达水平。U6 作为 miR-206 内参，

GAPDH作为notch3的内参。采用2-ΔΔCt方法分析结果，

每组设3个复孔，实验重复3次。

1.5 流式细胞技术检测细胞凋亡 利用细胞凋

亡试剂盒检测细胞凋亡率。将经过不同处理后的HP-

MECs 利用胰蛋白酶消化收集，然后利用磷酸盐缓冲

液(PBS)洗涤两次。洗涤后与含有Annexin V-FITC和

PI 结合缓冲液避光条件下孵育 30 min。利用 FACS-

Calibur 流式细胞仪分析 HPMECs 凋亡率。每组设 3

个复孔，实验重复3次。

1.6 Western blot 实验 利用含有蛋白酶抑制剂

的RIPA缓冲液裂解细胞提取蛋白。 取 30 µg 等量总

蛋白上样，10% SDS-PAGE凝胶电泳之后利用半干法

转移至醋酸纤维素膜，然后再利用含有 5%脱脂奶粉

的TBST室温封闭1 h，细胞裂解液TBST 3次5 min洗

涤之后分别与不同的抗体 4℃孵育过夜，抗体包括：

cleaved caspase-3 抗 体 (1:1 000 稀 释)、cleaved cas-

pase-9 (1:1 000 稀释)、notch3 抗体(1:1 500 稀释)以及

β-actin抗体(1:2 000稀释)。孵育过后利用TBST洗膜

3次；然后用 1:3 000稀释的辣根果样化物酶标记的二

抗室温孵育 1 h，再利用TBST洗涤 3次后进行曝光显

影，用凝胶成像仪测量各显色条带的灰度值。

1.7 萤 光 素 酶 实 验 根 据 TragetScan 预 测

miR-206 的下游靶向基因，notch3 作为 miR-206 的靶

向基因，并且 notch3 3'UTR 区域有与miR-206互补的

碱基对。PCR 扩增含有 miR-206 结合位点的 notch3

3'UTR区，回收纯化后插入到pmiGLO质粒中，质粒命名

为pmirGLO-notch3 3'UTR-wt。设计针对notch3 3'UTR

“种子区”的突变引物，插入到pmirGLO载体多克隆位点

中，载体命名为pmirGLO-notch3 3'UTR-mut。萤光素酶

报告载体 pmirGLO-notch3 3'UTR-wt，pmirGLO-notch3

3'UTR-mut分别与miR-206 mimics，miR-27a inhibitors，

以及各自的对照(mimic control，inhibitor control)两两组

合共转染到HPMECs中。每组设3个复孔。转染48 h

后收集细胞按照萤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试剂盒说明书

测定各组细胞萤火虫萤光素信号及海肾萤光素信号。

1.8 统计学方法 应用 GraphPad Prism 5.0 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采用 Student's t-test或者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不同

组数据之间的统计差异性。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不同浓度 CSE 处理 对 HPMECs 凋亡以及

miR-206表达水平的影响 将HPMECs利用不同浓

度的CSE (0.5%、1%、5%)处理24 h后，利用流式细胞技

术检测HPMECs 凋亡率，见图1A，不同浓度CSE处理

能够增加HPMECs的凋亡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图 1A，P<0.05)；并且在浓度为 1%时，对

HPMECs促进凋亡作用最强。进一步的qRT-PCR结果

显示，不同浓度CSE处理能够促进 miR-206的表达，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图 1B，P<0.05)；在

浓度为 1%时，对 miR-206 促进表达的作用最强。因

此选择1% CSE作为后续实验的浓度。

图1 CSE对HPMECs凋亡以及miR-206表达水平的影响(n=3)
注：A，不同浓度CSE (0.5%、1.0%、5.0%)处理HPMECs 24 h后，流式细胞仪检测HPMECs的凋亡率；与 control组比较，aP<0.05、bP<0.001、cP<0.01。

B，不同浓度 CSE (0.5%、1.0%、5.0%)处理 HPMECs 24 h 后，qRT-PCR 检测 HPMECs 中 miR-206 的表达水平；与 control 组比较，aP<0.05、bP<

0.001、cP<0.01。

··2671



海南医学2018年10月第29卷第19期 Hainan Med J, Oct. 2018, Vol. 29, No. 19

2.2 miR-206过表达对 HPMECs凋亡的影响 将
HPMECs 分 别 转 染 mimic control 或 者 miR-206

mimics 后，利用 qRT-PCR 检测 miR-206 的表达水平，
结果显示 miR-206 mimics 的转染显著性提高了
miR-206的表达水平(图2A，P<0.05)；流式细胞实验结
果显示 miR-206 mimics转染可以增加HPEMCs的凋
亡率 (图 2B，P<0.05)；进一步的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miR-206 mimics转染可以增加 cleaved caspase-3以及
cleaved caspase-9 蛋白表达水平(图2C，P<0.05)。

2.3 miR-206低表达对HPMECs凋亡的影响 将
HPMECs 分别转染 inhibitor control 或者 miR-206 in-

hibitors后，利用 qRT-PCR 检测 miR-206 的表达水平，
结果显示 miR-206 inhibitors 的转染显著性降低了
miR-206的表达水平(图3A，P<0.05)。进一步的实验，
将转染 inhibitor 或者 miR-206 inhibitors 的 HPMECs

的利用 1% CSE 处理 24 h 后，流式细胞仪检测 HP-

MECs的凋亡率；1% CSE处理促进HPMECs 的凋亡，
而 miR-206 inhibitors 的转染可以拮抗 1% CSE 处理
引起的 HPMECs凋亡率的增加(图3B，P<0.05)。进一
步的 Western blot 实验发现 1% CSE 处理可以增加
cleaved caspase-3 以及 cleaved caspase-9 蛋白水平；
miR-206 inhibitors 转染可以降低经过1% CSE 处理的

HPMECs 中 cleaved caspase-3 和 cleaved caspase-9 蛋

白水平，与 inhibitor control+1% CSE 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图3C，P<0.05)。

2.4 miR-206 靶向 notch3 3'UTR 抑制 notch3 的

表达 TargetScan预测显示notch3是miR-206的一个

潜在靶向基因(图4A)。进一步的萤光素酶实验发现，

pmirGLO-notch3 3'UTR-wt 与不同miRNA共转染 HP-

MECs 后，miR-206 mimics转染能够显著性降低萤光

素酶的活性，而miR-206 inhibitors转染能够显著性增

加萤光素酶的活性(图 4B，P<0.05)。pmirGLO-notch3

3'UTR-mut 与不同miRNA共转染HPMECs后，对萤光

素酶活性没有影响 (图 4C，P>0.05)。 qRT-PCR 以及

Western blot 实验结果显示 miR-206 过表达可以抑制

notch3 mRNA以及蛋白表达水平，而miR-206低表达

可以增加 notch3 mRNA 以及蛋白的表达水平(图 4D

和图 4E，P<0.05)。进一步的营救实验结果发现，

miR-206 mimics+pcDNA3.1 共转染增加了 HPMECs

的凋亡率，与mimic NC+pcDNA3.1组比较差异有显著

图 2 miR-206过表达对 HPMECs凋亡的影响 (n=3)
注：A，转染 mimic control 或者 miR-206 mimics 后，qRT-PCR 检测

miR-206 的相对表达；与 mimic control 组比较，aP<0.01。B，转染

mimic control 或者 miR-206 mimics 后，流式细胞仪检测 HPMECs

的凋亡率；与mimic control组比较，bP<0.05。C，转染 mimic control

或者 miR-206 mimics 后，Western blot 检测 cleaved caspase-3 和

cleaved caspase-9蛋白水平。

图 3 miR-206低表达对 HPMECs凋亡的影响 (n=3)
注：A，转染 inhibitor control或者miR-206 inhibitors后，qRT-PCR 检测

miR-206 的相对表达；与 inhibitor control 组比较，aP<0.001。B，将

转染 inhibitor或者miR-206 inhibitors的HPMECs的利用1% CSE处

理 24 h 后，流式细胞仪检测 HPMECs 的凋亡率；与 control 组比

较，bP<0.01；与 inhibitor control +1% CSE组比较，cP<0.01。C，将

转染 inhibitor 或者 miR-206 inhibitors 的 HPMECs 的利用 1.0%

CSE 处理 24 h 后，Western blot 检测 cleaved caspase-3 和 cleaved

caspase-9蛋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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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 图 4F，P<0.05)；而 miR-206 mimics +

pcDN3.1-notch3共转染降低了 HPMECs的凋亡率，与

miR-206 mimics+pcDNA3.1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图4F，P<0.05)。

图 4 miR-206靶向notch3 3'UTR抑制notch3的表达(n=3)
注：A，miR-206与 notch3 3'UTR 结合区域 。B，将 pmirGLO-notch3 3'UTR-wt 与不同miRNA共转染 HPMECs，检测萤光素酶的活性 。与mimic

control组比较，aP<0.01；与 inhibitor control 组比较，bP<0.01。C，将 pmirGLO-notch3 3'UTR-mut 与不同miRNA共转染 HPMECs，检测萤光素

酶的活性。 D，转染 mimic control，miR-206 mimics，inhibitor control 或者 miR-206 inhibitors 后，qRT-PCR 检测 notch3 mRNA 表达水平 ；与

mimic control 组比较，cP<0.001；与 inhibitor control 组比较，dP<0.001。E，转染 mimic control，miR-206 mimics，inhibitor control 或者 miR-206

inhibitors 后，Western blot 检测 notch3 蛋白水平。F，共转染 mimic NC+pcDNA3.1，miR-206 mimics +pcDNA3.1 或者 miR-206 mimics+

pcDNA3.1-notch3后，流式细胞仪检测HPMECs凋亡率；与mimic NC +pcDNA3.1组比较，eP<0.01；与miR-206 mimics + pcDNA3.1组比较，
fP<0.05。

3 讨 论

COPD是一种重大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其特征
在于与肺中异常慢性炎症反应相关的肺功能递减且
基本上不可逆转的减少。 吸烟被认为是COPD的主
要危险因素，约占COPD风险的50% [10]。 吸烟导致肺
血管内皮损伤，肺内皮功能障碍和血管重构与COPD

的发病机制有关。 CSE与肺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密切
相关，包括细胞凋亡、低渗透性和炎症介导的单核细
胞黏附 [11]。 然而，关于CSE诱导肺内皮功能障碍的机
制知之甚少。本研究发现CSE可以诱导HPMECs细
胞凋亡，同时促进miR-206表达水平的提高。与本研
究结果一致的是，研究也发现miR-206 在COPD患者
血清中的表达水平上调 [8]，提示miR-206 在 COPD进
展中可能起到关键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流式细胞实验以及Western blot实验
研究发现miR-206过表达可以促进HPMECs凋亡，同
时增加促凋亡相关蛋白 cleaved caspase-3以及 cleaved

caspase-9表达水平；进一步的实验也发现miR-206的
低表达可以拮抗CSE引起的 HPMECs细胞凋亡。与本
研究结果一致的是，miR-206通过靶向Otx2从而促进
神经元细胞的凋亡 [12]；在肝癌的研究中发现miR-206

在肝癌组织中表达下调，而miR-206过表达可以抑制
肝癌细胞的增殖，促进肝癌细胞的凋亡 [13]。Shan等[14]

研究发现miR-206可以通过调控Hsp60的表达从而促
进心肌细胞的凋亡。Jalali等[15]发现miR-206过表达促
进肺动脉平滑肌细胞的凋亡，而miR-206低表达可以
抑制肺动脉平滑肌细胞的凋亡。综上所述，本研究结
果提示miR-206对 HPMECs 细胞凋亡有促进作用，而
抑制 miR-206 的表达可以抑制 CSE 引起的 HPMECs

凋亡，这种凋亡机制可能与调控凋亡相关蛋白有关。
本研究通过进一步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

notch3是miR-206下游靶点，并且miR-206可以通过
作用于 notch3 3'UTR 区域从而负向调控 notch3 的表
达。营救实验也发现notch3参与miR-206过表达引起
的 HPMECs 凋亡。研究发现 notch3在 COPD患者肺
组中表达下调 [4]。研究同时发现notch3过表达能够促
进多种癌细胞的增殖同时抑制癌细胞的凋亡，提示
notch3 对细胞的凋亡起到抑制作用 [16]。Gupta研究发
现 notch3 能够诱导卵巢癌细胞的上皮间质转化同时
抑制卡铂引起的卵巢细胞凋亡 [17]。Song 等 [18]研究发
现 notch3 可以促进 Hela 细胞的增殖同时抑制其凋
亡。本研究结果提示 miR-206 通过调控 notch3 来参
与 HPEMCs的凋亡过程。

综上所述，miR-206在CSE处理的HPMECs中表
达上调，miR-206 低对 CSE 引起的凋亡起到抑制作
用，这种作用可能是通过靶向调控 notch3 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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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肺部感染患者血清胆碱酯酶水平与患者预后的关系
曹莉莉，孟晓皓，张春玲

(阜新市中心医院呼吸内科，辽宁 阜新 123000)

【摘要】 目的 探讨重症肺部感染患者血清胆碱酯酶(S-ChE)水平与患者病情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 回顾

性分析2016年1~12月期间阜新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84例重症肺部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最

终结局分为存活组(n=58)与死亡组(n=26)，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合并疾病、S-ChE、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

(APACHEⅡ评分)、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评分、社区获得性肺炎严重程度评分(CURB-65评分)、动脉血二

氧化碳分压(PaCO2)、动脉血氧分压(PaO2)、氧合指数，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重

症肺部感染患者 S-ChE 与病情预后的关系。结果 存活组患者的 S-ChE、氧合指数分别为(4.48±1.34) kU/L、

(167.1±69.7) mmHg，明显高于死亡组的 (2.75±1.29) kU/L、(114.2±70.0) mmHg，APACHEⅡ评分、MODS 评分、

CURB-65评分分别为(16.4±5.2)分、(4.4±2.3)分、(2.2±0.4)分，明显低于死亡组的(25.8±5.1)分、(8.2±2.5)分、(3.4±0.5)

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ChE、APACHEⅡ评分、MODS评分、CURB-65

评分均为重症肺部感染患者病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重症肺部感染患者血清胆碱酯酶水平与

患者的预后关系密切，且血清胆碱酯酶水平越低，患者预后越差。

【关键词】 重症肺部感染；血清胆碱酯酶；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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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cholinesterase level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pulmonary infection. CAO
Li-li, MENG Xiao-hao, ZHANG Chun-ling.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Fuxin Central Hospital, Fuxin 123000,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cholinesterase (S-ChE) level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pulmonary infec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4 patients with severe pulmonary infection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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