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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三七皂苷R1对高糖诱导人肾小管上皮细胞(HK-2)间质转分化(EMT)的作用及其可能机制。方法:传代培

养 HK-2细胞,并将细胞分为4组:对照组、高渗组、高糖组、高糖+三七皂苷R1组,均培养48h。采用 MTT法筛选药物浓度,

westernblotting法检测炎症相关蛋白NF-κB、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表达,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EMT标志

性蛋白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人纤维连接蛋白(FN)的表达。结果:MTT显示60μmol/L以下为三七皂苷R1的安全范

围。高糖组、高糖+三七皂苷R1组NF-κBp65、TNF-α、α-SMA、FN蛋白表达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和高渗组(P<0.05),高渗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高糖组相比,高糖+三七皂苷R1组NF-κBp65、TNF-α、α-SMA、FN表达水平

均明显降低(P<0.05)。结论:三七皂苷R1可抑制高糖诱导的 HK-2细胞转分化,减轻炎性反应,延缓肾间质纤维化,其机制

可能与抑制NF-κB/TNF-α信号通路有关。
关键词 糖尿病肾病;上皮细胞间质转化;三七皂苷R1;核因子-κB;肿瘤坏死因子-α
中图分类号:R6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930X(2018)03-0311-04
DOI:10.16190/j.cnki.45-1211/r.2018.03.008

EffectandmechanismsofNotoginsenosideR1onhighglucoseinduced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inHK-2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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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andmechanismsofNotoginsenosideR1(NTR1)onhighglu-
coseinducedepithelial-mesenchymaltransition(EMT)inrenaltubularepithelialcells(HK-2).Methods:
HK-2cellsweredividedinto4groups:controlgroup,mannitolgroup,highglucosegroup,andhighglucose
+ NTR1group.Thecellswereculturedfor48h.ThedrugconcentrationwasscreenedbyMTT.Theexpres-
sionsofnuclearfactor-κB(NF-κB)andtumornecrosisfactor(TNF)-αweredeterminedbywesternblot-
ting.Thelevelsofα-smoothmuscleactin(α-SMA)andfibronectin(FN)weredetectedby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assay(ELISA).Results:ThesafedoseofNTR1wasbelow60μmol/L.Theproteinexpres-
sionsofNF-κBp65,TNF-α,α-SMAandFNinhighglucosegroupandhighglucose+ NTR1groupwere
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andmannitolgroup(P<0.05),butnosignificant
differencewasfoundbetweenthecontrolgroupandmannitolgroup(P>0.05).Comparedwiththehigh
glucosegroup,theexpressionlevelsofNF-κBp65,TNF-α,α-SMAandFNinhighglucose+ NTR1group
wasnotablydecreased(P<0.05).Conclusion:NTR1couldinhibithighglucoseinducedEMTinHK-2cells,
alleviateinflammatoryresponse,andattenuaterenalinterstitialfibrosis.Themechanismsmightberelated
tothesuppressionofNF-κB/TNF-αsignaling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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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肾病(diabeticnephropathy,DN)是终末

期肾病(end-stagerenaldisease,ESRD)的主要基础

病之一,其主要病理改变为肾间质细胞外基质聚积

并最终导致肾间质纤维化,间质转分化(epithelial-
mesenchymaltransition,EMT)在其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1],但具体分子机制尚不清楚。目前越来

越多的研究证实炎症是DN的发病机制之一,慢性

微炎症状态及免疫系统的激活在DN的发生、发展

中起到关键作用[2]。有研究发现,炎症相关因子

NF-κB、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在DN的发病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组前期研究表明,三七皂苷

R1具有明显改善DN的作用,能够延缓疾病进展,
但其机制尚未明确。三七皂苷R1是中药三七的有

效成分,具有活血化淤、消炎、镇痛等药理作用[3]。
本实验以人肾小管上皮细胞(HK-2)为研究对象,探
讨三七皂苷R1对高糖条件下肾小管EMT的作用

及其机制,以期为DN肾纤维化的防治提供实验依

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细胞、药物及主要试剂

  人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株 HK-2购自上海子实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三七皂苷R1(上海宝曼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批号:0215868010),浓度≥98%。D-葡
萄糖(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批号:405A099)。
低 糖 DMEM 培 养 基 (美 国 Gibco 公 司,批 号:
8116523);胎 牛 血 清 (美 国 Excell公 司,批 号:
130410);MTT(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1212S052);RIPA裂解液(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批号:080816161009);BCA蛋白浓度测定

试剂盒(上 海 碧 云 天 生 物 技 术 有 限 公 司,批 号:
101916170210);超敏ECL化学发光试剂盒(上海碧

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113016170307);NF-
κB p65 单 克 隆 抗 体 (Abcam 公 司,批 号:
GR200963);TNF-α(武汉三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批号:17590-1-AP);兔抗β-actin单克隆抗体(Ab-
ways公司,批号:F285212);辣根酶标记山羊抗兔

IgG抗体(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
124534);人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ELISA)试剂盒(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批号:CSB-E09343h);人纤连蛋白(FN)ELISA
试剂盒(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批号:CSB-
E0455h)。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 HK-2接种于含10%胎牛血清

的DMEM(含5.5mmol/L葡萄糖)培养基中,置于

37℃、5%CO2的培养箱内培养。待细胞长至面积覆

盖培养瓶底面积70%~80%开始传代,2~3d传代

1次。
1.2.2 三七皂苷R1给药浓度筛选 将传代培养

的细胞接种于96孔细胞培养板中,每孔100μL,每
组接种6孔,接种3板。显微镜下观察细胞贴壁状

态,培 养 过 夜,弃 上 清 液,每 组 加 入 含 药 培 养 液

100μL,继续培养。在48h时各取出一板细胞,弃
上清液,加入0.5% MTT20μL,继续孵育4h。弃

上清液,加入100μLDMSO,置摇床上低速振荡

10min,使培养板中的紫蓝色结晶体溶解。用酶标

仪在492nm处测定各组细胞吸光度(OD)值,用软

件 GraphPadPrim5进 行 分 析,得 出 半 抑 制 浓 度

(IC50)。
1.2.3 实验分组 待细胞生长至亚融合状态时,加
入无血清低糖 DMEM 培养基同步化12h,根据

MTT实验 筛 选 的 药 物 浓 度,将 HK-2细 胞 分 为

5组:对 照 组 (5.5 mmol/L 葡 萄 糖)、高 渗 组

(5.5mmol/L葡萄糖+24.5mmol/L甘露醇)、高糖

组(30mmol/L葡萄糖)、高糖+三七皂苷 R1组

(30mmol/L葡萄糖+60μmol/L三七皂苷R1)。
1.2.4 Westernblotting法检测各组细胞 NF-κB
p65、TNF-α蛋白表达 HK-2细胞按上述分组加药

处理48h后,用 RIPA裂解细胞后提取细胞总蛋

白,采用BCA法测定蛋白浓度。行SDS-PAGE凝

胶电泳后转至PVDF膜上,用5%BSA封闭1.5h,
TBST洗膜,5min/次,共3次,加入一抗后4℃孵

育过夜。吸弃一抗,TBST洗膜,10min/次,共3次,
加入二抗,室温杂交1h。TBST洗膜,10min/次,
共3次,超敏ECL显影。获取条带,软件ImageJ检

测条带灰度值,GAPDH为内参进行定量分析。
1.2.5 ELISA法检测各组细胞α-SMA、FN蛋白

表达 将传代培养的细胞吹打均匀,接种在24孔细

胞培养板内,每孔剂量为1mL细胞悬液,每组3孔,
接种1板。根据分组加药处理48h后,吸取每孔细

胞上清液于1.5mLEP管中,4℃、3000r/min离

心15min,取上清液,低温保存待测。按 ELISA 试

剂盒说明书检测。于酶标仪450nm 处测定各孔

OD值。绘制标准曲线,计算待测标本含量。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时,组间两两比较比较采

用LSD-t 检验;方差不齐时,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Dunnett'sT3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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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不同浓度三七皂苷R1对HK-2细胞的影响

  MTT 检测结果显示,IC50为(61.28±3.54)

μmol/L,选择60μmol/L作为最佳给药浓度,见图

1。

图1 不同浓度三七皂苷R1对 HK-2细胞的影响

2.2 三七皂苷R1对各组细胞α-SMA、FN蛋白表

达的影响

  高糖组、高糖+三七皂苷R1组α-SMA、FN蛋

白表达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高渗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高

糖组相比,高糖+三七皂苷R1组α-SMA、FN蛋白

表达量均明显降低(P<0.05),但仍高于对照组和

髙渗组(P<0.05),见表1。

表1 三七皂苷R1对各组细胞α-SMA、FN蛋白表达的影响

(μg/L,x±s)

组别 α-SMA FN

对照组 0.43±0.03 53.88±1.40

高渗组 0.44±0.05 55.41±3.76

高糖组 0.68±0.05# 72.29±2.21#

高糖+三七皂苷R1 0.53±0.05#* 63.97±2.81#*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高糖组比较,*P<0.05。

2.3 三七皂苷R1对HK-2细胞NF-κBp65、TNF-
α蛋白表达的影响

  高糖组、高糖+三七皂苷 R1组 NF-κBp65、
TNF-α蛋白表达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高
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与高糖组相比,高糖+三七皂苷R1组NF-κBp65、
TNF-α蛋白表达量均明显降低(P<0.05),但仍高

于对照组和髙渗组(P<0.05),见图2。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高糖组比较,*P<0.05。
图2 三七皂苷R1对HK-2细胞NF-κBp65、TNF-α蛋白表

达的影响

3 讨 论

  Greenberg和 Hay于1982年首次提出EMT
的概念。EMT是指上皮细胞转化为间充质细胞,通
常发生于胚胎发育和肿瘤形成过程中[4]。近年来的

研究显示,EMT是肾脏纤维化的中心环节。正常情

况下,肾小管上皮细胞表达角蛋白而不表达间质细

胞标志物α-SMA,在某些病理因素的作用下,肾小

管上皮细胞可获得某些间充质细胞表型,如表达α-
SMA等而转化为MyoF,并产生大量ECM[5]。肾间

质内大量ECM的积聚亦是肾间质纤维化的重要病

理基础,这些ECM位于细胞的周围,并表达相关基

质蛋白,如胶原Ⅰ和Ⅲ型、FN以及层黏连蛋白[6]。
本研究发现,给予高糖处理 HK-2细胞48h后,α-
SMA分泌及表达明显增加,同时FN 表达明显升

高,提示上皮细胞向间充质细胞转化,同时肾间质内

存在FN的异常沉积,表明肾小管发生了EMT,从
而诱导肾小管-肾间质纤维化的发生。
  既往研究表明,炎症在EMT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核转录因子 NF-κB是炎症信号通路的分子开

关,也是连接非可控性炎症与EMT之间的“桥梁”。
正常情况下,NF-κB在细胞质中以p50、p65和IκB
异三聚体形式处于非激活状态,由于抑制性IκB的

存在且缺乏相关激活信号,NF-κB处于失活状态。
炎症微环境能提供激活 NF-κB所需的信号。当微

炎症诱导 NF-κΒ产生并导致促炎性因子转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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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α、TGF-β、IL-6和IL-1表达上调时,这些细胞

因子又能激活IκB的激酶IKK,后者可降解IκB,使
得NF-κB发生核转位,进而调控EMT相关转录因

子[7-8]。本研究利用高糖诱导 HK-2细胞,并设置与

高糖组相同浓度的甘露醇组(高渗组),排除渗透压

引起的细胞损伤,处理细胞48h后,NF-κB、TNF-α
表达显著增高,证明炎症参与了EMT过程。
  中药三七有良好的抗纤维化作用[9-10],能抑制

成纤维细胞的过度生长并形成ECM 的能力,具有

保护肾脏、抗肾纤维化的作用,但其确切的作用机制

尚不 清 楚。三 七 皂 苷 R1 (notoginsenosideR1,
NGR1)是从三七中提取的皂苷类化合物,是中药三

七的有效成分,具有抗凋亡、抗炎[11-12]、抗氧化、抗内

质网应激等多种保护作用[13]。有研究表明,三七皂

苷R1通过抑制缺血/再灌注后脑组织NF-κB信号

通路的激活过程,减少炎性细胞因子的生成,从而减

轻脑缺血后脑组织的继发性炎症反应,从而发挥对

脑组织的保护作用[14]。还有研究显示,三七皂苷

R1可抑制肝组织中TGF-β1/Smad3信号的表达,减
轻肝细 胞 的 纤 维 化,发 挥 保 护 肝 组 织 损 伤 的 作

用[15]。本研究中,经三七皂苷R1干预48h后,细
胞NF-κB、TNF-α表达量均较高糖组显著降低,同
时α-SMA分泌及FN的表达均有所降低,可以推断

三七皂苷R1可能通过抑制 NF-κB/TNF-α信号通

路的表达,延缓肾小管上皮细胞EMT的发生,从而

减轻和延缓肾小管间质纤维化发生、发展,发挥肾脏

保护作用。
  已有报道证明,NF-κB抑制剂能够有效治疗

EMT的炎症反应[16],抑制 NF-κB及其下游因子的

活化将对肾脏组织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本研究从

抑制炎症反应角度利用中药三七皂苷R1治疗DN
肾间质纤维化,减缓向ESRD恶化的进程,从而为临

床治疗及临床药物开发提供依据。
  综上所述,DN可能通过炎症相关通路发生肾

小管上皮细胞的EMT,使间质细胞相关蛋白及细胞

外基质相关蛋白的表达升高,而三七皂苷R1可以

抑制这些蛋白的分泌,从而抑制EMT的发生。其

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炎症相关通路 NF-κB/TNF-α
的表达,从而减轻了肾小管纤维化病变的发生、发
展,同时改善肾功能。本研究下一步将通过沉默或

过表达相关基因的体内外实验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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