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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藜芦醇通过c-fos通路对AMI大鼠心肌损伤标志物含量的影响
李成军1，董梅1，任法新1
【摘要】目的 探究白藜芦醇（RSV）通过即刻早期基因（c-fos）通路对急性心肌梗死（AMI）大
鼠心肌损伤标志物含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48只SD大鼠随机分为Sham组、AMI组和AMI+RSV组，每组各
16只。通过结扎建立AMI模型，AMI+RSV组使用RSV灌胃干预（10 mg·kg/d）。检测各组大鼠心功能和
心肌损伤标志物肌酸激酶MB（CK-MB）和乳酸脱氢酶（LDH）。HE染色和TUNEL染色检测组织损伤和
心肌细胞凋亡。Western blot检测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RK）、磷酸化的ERK（p-ERK）和c-fos水平。
结果 AMI组大鼠左室射血分数（LVEF）及左室内压力最大变化率（±dp/dtmax）水平显著低于Sham组
（P＜0.05），AMI+RSV组LVEF、±dp/dtmax水平显著高于AMI组（P＜0.05）。AMI组CK-MB和LDH水
平显著高于Sham组（P＜0.05），AMI+RSV组CK-MB和LDH水平显著低于AMI组（P＜0.05）。AMI组
凋亡率（38.75%±4.36%）显著高于Sham组（4.54%±0.58%，P＜0.05），AMI+RSV组心肌细胞凋亡率
（19.67%±4.18%）显著低于AMI组（P＜0.05）。AMI组p-ERK/ERK和c-fos蛋白水平显著高于Sham组
（P＜0.05），AMI+RSV组p-ERK/ERK和c-fos蛋白水平显著低于AMI组（P＜0.05）。结论 RSV通过调节
c-fos通路抑制AMI模型大鼠的心肌细胞凋亡，缓解心肌细胞损伤并发挥保护AMI后心功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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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resveratrol (RSV) on content of myocardial damage biomarker

through pathway of immediate early gene (c-fos) in ra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Methods SD rats
(n=48)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Sham group, AMI group and AMI+RSV group (each n=16). AMI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ligation, and AMI+RSV group was intragastrically intervened with RSV (10 mg·kg/d). The
biomarkers of heart function and myocardial damage, including creatine kinase-MB isoenzyme (CK-MB) and lactic
dehydrogenase (LDH), were detected in all groups. The myocardial tissue damage and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were detected after HE staining and TUNEL staining. The levels of 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 (ERK),
phosphorylated ERK (p-ERK) and c-fos were detected by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ssay. Results The levels of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and the maximum rate of change of left ventricular pressure (±dp/dtmax)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MI group than those in Sham group (P<0.05), an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MI+RSV
group than those in AMI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CK-MB and LD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MI group
than those in Sham group (P<0.05), an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MI+RSV group than those in AMI group
(P<0.05). The apoptosis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MI group (38.75%±4.36%) than that in Sham group
(4.54%±0.58%, P<0.05) and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MI+RSV group (19.67%±4.18%) than that in AMI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p-ERK/ERK and c-fo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MI group than those in Sham group
(P<0.05), an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MI+RSV group than those in AMI group (P<0.05). Conclusion RSV
can inhibit myocardial apoptosis, relieve myocardial damage and protect heart function after AMI through regulating
c-fos pathway in rat AMI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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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细胞凋亡在急性心肌梗死（AMI）心肌
损伤的病理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有效抑制
急性心肌缺血后的心肌细胞凋亡是治疗的主要策
略 [1]。抑制心肌细胞凋亡还可缓解心肌损伤、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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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心脏功能恢复，利于患者的长期预后。伤害
性信息与即刻早期基因（immediate early gene，
c-fos）蛋白在受到外界刺激后会发生过表达，
并通过与JUN/AP-1转录因子形成紧密但非共价
连接的复合物调节转录，研究显示在AMI后c-fos
水平显著升高，与心肌损伤有关 [2] 。白藜芦醇
（RSV）从葡萄皮/种子、虎杖根等中药中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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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种多酚类化合物，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RSV具有保护大鼠心血管功能的作用 [3]。本文主
要分析RSV通过c-fos通路对AMI大鼠心肌损伤的
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试剂和材料 SPF级的SD大鼠（雄
性，220~250 g，南京金陵医院）。苏木精-伊红
（HE）染色试剂盒、酶联免疫吸附（ELISA）试剂
盒、TUNEL凋亡试剂盒（碧云天公司，中国）。
酶标仪（Model 680，Bio-Rad，美国）。RIPA裂解
缓冲液（Beyotime，北京）。BCA蛋白测定试剂盒
（北京Applygen公司）。ECL试剂盒（Amersham，
美国）。抗体（Abcam公司，美国）。PVDF膜
（Bio-Rad公司，美国）。小动物超声成像仪（麟
得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中国）。BX-42光学显微镜
（Olympus Corporation，日本）。
1.2 动物分组、建模和干预 48只SD大鼠随机分为
3组（n=16）：Sham组、AMI组和AMI+RSV组。
AMI组和AMI+RSV组大鼠根据参考文献方法 [4]建
立AMI模型，建模方法：大鼠腹腔注射1%戊巴
比妥（剂量为3 ml/kg）麻醉后，连接心电图，常
规剪开胸腔暴露心脏，使用6/0线在左心耳下约
2 mm处的冠状动脉（冠脉）前降支结扎，结扎成
功后大鼠心电图显示QRS波增宽，结扎30 min后
取出丝线再灌注，缝合胸腔，术后护理包括注射
80 000单位青霉素抗感染2/d，连续3 d。Sham组打
开胸腔但不结扎，缝合胸腔后注射青霉素。建模
后AMI+RSV组大鼠使用RSV灌胃干预，剂量为10
mg·kg/d，1/d，连续7 d，第8 d行后续检测。以
灌胃等剂量生理盐水作为对照。
1.3 观察指标及方法
1.3.1 大鼠心功能指标检测 通过腹腔注射1%
戊巴比妥（剂量为3 ml/kg），连接超声成像仪
行心脏超声，根据仪器说明书检测左室射血分
数（LVEF）及左室内压力最大变化率（±dp/
dtmax）。
1.3.2 心肌损伤标志物 大鼠麻醉后处死，将血
样2000 rpm下离心20 min取上清液，使用ELISA
试剂盒检测肌酸激酶（CK-MB）和乳酸脱氢酶
（LDH），加入抗体后通过酶标仪检测吸光度，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CK-MB和LDH浓度。
1.3.3 HE染色 将心肌组织经过梯度酒精脱水、
透明处理后包埋至蜡块中，冷冻后切成4 μm厚
切片。将组织脱蜡并水化，用3%过氧化氢甲醇
溶液封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活性。使用蒸锅在
95℃下于0.01 M柠檬酸盐缓冲液（PH=6.0）中对
切片进行热诱导的抗原回收。通过HE染色试剂
盒加入苏木紫和伊红染料染色观察心肌组织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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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1.3.4 TUNEL染色 通过TUNEL凋亡试剂盒检测心
肌细胞凋亡率。将心脏固定后切片，加入试剂。
显微镜下观察凋亡情况，凋亡率=（绿色荧光阳
性细胞/视野中总细胞×100%）。
1.3.5 Western blot 通过Western blot检测心肌组
织中p-ERK、ERK和c-fos蛋白水平，将组织在
液氮下研磨后通过RIPA试剂裂解，应用BCA法
测量总蛋白含量。通过SDS-PAGE分离等量的总
蛋白（120 V下电泳90 min），转移到PVDF膜上
（50 V，120 min），在5%脱脂牛奶的封闭溶液
中封闭。将PDVF膜与anti-p-ERK、anti-ERK和
anti-c-fos（1:500稀释），4℃孵育过夜，加入1：
5000稀释的HRP偶联二抗在室温下孵育1 h。使用
ECL试剂盒可视化蛋白条带，GAPDH作为内参，
使用ImagePD软件对蛋白条带的灰度进行定量。
1.4 统计学处理 所有实验设立3个复孔。数据以平
均值±标准偏差（SD）表示。统计分析使用SPSS
19.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使用
SNK-q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大鼠LVEF和±dp/dtmax水平比较 AMI
组大鼠LVEF、±dp/dtmax水平显著低于Sham组
（P＜0.05），AMI+RSV组LVEF、±dp/dtmax水
平显著高于AMI组（P＜0.05）（表1）。
表1 各组大鼠LVEF和±dp/dtmax比较
组别

n

LVEF

+dp/dtmax

（%）
（mmHg/s）
Sham组
16 77.35±5.25 5756.25±152.41
AMI组
16 43.56±5.09a 3914.35±146.38a
AMI+RSV组 16 61.43±6.21b 4933.68±151.58b

-dp/dtmax
（mmHg/s）
4006.32±124.53
2897.21±100.53a
3498.75±131.26b

注：LVEF：左室射血分数；与Sham组比较，aP＜0.05；与AMI组
比较，bP＜0.05

2.2 各组大鼠心肌损伤标志物水平比较 AMI组CKMB（107.54±13.62 kU/L）和LDH（131.28±18.64
kU/L）水平显著高于Sham组（33.68±5.41 U/L，
67.46±9.04 kU/L）（P＜0.05）。AMI+RSV组CKMB（74.22±10.38 kU/L）和LDH（98.76±15.93
kU/L）显著低于AMI组（P＜0.05）（表2）。
2.3 心肌HE染色结果 Sham组心肌细胞形态正
常、排解紧密。AMI组心肌细胞形状发生改变，
出现炎性浸润和细胞丢失。AMI+RSV组心肌细胞
形态和排列恢复，细胞丢失显著减少（图1）。
2.4 各组心肌细胞凋亡情况比较 如图2所示，蓝
色为细胞核染色，棕色染色为凋亡细胞，AMI组
的凋亡率（38.75%±4.36%）显著高于Sham组
（4.54%±0.58%）（P＜0.05），AMI+RSV组心
肌细胞凋亡率（19.67%±4.18%）显著低于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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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组CK-MB和LDH水平比较（kU/L）

组别
Sham组
AMI组
AMI+RSV组

n
16
16
16

CK-MB
33.68±5.41
107.54±13.62a
74.22±10.38b

LDH
67.46±9.04
131.28±18.64a
98.76±15.93b

注：CK-MB：肌酸激酶；LDH：乳酸脱氢酶；与Sham组比较，aP
＜0.05；与AMI组比较，bP＜0.05

图1 HE染色检测心肌组织损伤情况（×200）

图2 TUNEL染色检测心肌细胞凋亡情况（×200）

组（P＜0.05）。
2.5 各组c-fos通路水平比较 与Sham组比较，
AMI组p-ERK/ERK和c-fos蛋白水平显著升高（P
＜0.05），AMI+RSV组p-ERK/ERK和c-fos蛋白水
平显著低于AMI组（P＜0.05）（表3、图3）。
表3 各组p-ERK/ERK和c-fos蛋白水平比较
组别
Sham组
AMI组
AMI+RSV组

n
15
15
15

p-ERK/ERK
0.23±0.03
0.91±0.09a
0.52±0.06b

c-fos
1.29±0.13
4.11±0.36a
2.67±0.35b

注：与Sham组比较，aP＜0.05；与AMI组比较，bP＜0.05

功能。最近研究发现RSV可促进AMI大鼠心脏神
经重塑，改善心功能 [7]。且通过调节心肌缝隙连
接蛋白43改善AMI后心律失常 [8]。Cheng等 [9]发现
RSV可通过调节Nrf2 / ARE途径减轻心肌缺血再灌
注损伤所致的炎症和氧化应激，这些均提示RSV
具有缓解AMI后心肌损伤和保护心功能的作用，
但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在急性缺血阶段，心肌细胞死亡是心功能损
伤和丢失的重要原因，并且是梗死面积的主要决
定因素[10,11]。抑制心肌梗死后心肌细胞凋亡是缓
解心肌损伤和保护心功能的重要方法[12]。本研究
结果显示在AMI建模7 d后，心肌细胞凋亡显著增
多，而RSV可缓解心肌细胞的凋亡。心肌细胞凋
亡受到多种通路的调节，在AMI后，ERK/c-fos
的激活会引起炎性反应，损伤心肌细胞；同时炎
性反应进一步引起心肌细胞凋亡，加重心功能损
伤[13]。而抑制c-fos相关通路会缓解凋亡[14]。本结
果显示AMI大鼠心肌细胞凋亡水平及p-ERK/ERK
和c-f蛋白水平均显著升高，而使用RSV干预后
明显减少凋亡并抑制c-fos相关通路。Lu等 [15]研
究发现RSV具有抑制凋亡缓解氧化应激损伤的
作用。此外，也有研究显示RSV具有抑制ERK/
c-fos通路的作用[16]。Thiel等[17]研究结果显示RSV
通过调节ERK通路调控c-fos表达。提示RSV可通
过调节c-fos相关通路抑制凋亡。
综上所述，RSV通过调节c-fos通路抑制AMI
模型大鼠的心肌细胞凋亡，缓解心肌细胞损伤
并发挥保护AMI后心功能的作用。关于RSV调节
c-fos通路和调控心肌细胞凋亡的相关机制需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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