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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质网应激通路相关蛋白ATF4及CHOP
在主动脉夹层中的表达以及意义
陈若诗1，吴琪1，王志维1
【摘要】目的 探讨主动脉夹层（AD）患者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转录因子同源蛋白（CHOP）
和活性转录因子4（ATF4）的表达及其意义。方法 选取2017年3月至2018年4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确
诊为StanfordⅠ型夹层并行胸主动脉夹层全弓置换患者为AD组（n=13），另选取5例于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作为Donor组（此5例患者均无大血管疾病，其在心脏移植术中取下的主动脉血
管可作为相对正常主动脉血管组织）。通过Masson染色、间苯二酚染色研究两组患者主动脉血管结构
变化，通过TUNEL染色明确主动脉夹层发病后平滑肌细胞凋亡情况；通过RT-PCR及Western-blot分别
在mRNA水平及蛋白水平检测ATF4及CHOP的变化情况。在动物实验方面，20只SD大鼠随机分为两组：
Control组（n=10）及AD组（n=10）。Control组给予大鼠维持饲料，AD组给予含0.3%的β-异氨基丙腈酯
（BAPN）的大鼠维持饲料进行主动脉夹层动物模型构建。动物模型构建成功后，取两组大鼠主动脉组
织做石蜡包埋，标本切片后处理步骤及检测指标同人体标本。结果 在人体标本中，Masson染色及间苯二
酚染色发现，AD组患者主动脉血管标本胶原沉积较Donor组明显增多，弹力纤维断裂程度也更加严重；
TUNEL凋亡染色发现，AD组患者主动脉血管组织较Donor组正常血管组织细胞凋亡明显增多，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1）；RT-PCR及Western-blot实验发现，AD组患者主动脉血管ATF4、CHOP的表达在
RNA水平及蛋白水平均较Donor组正常主动脉血管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动物
实验中，Masson染色发现，AD组大鼠主动脉血管较Control组胶原沉积明显增多；间苯二酚染色发现，
AD组大鼠主动脉血管较Control组弹力纤维断裂程度明显加重，Control组基本无弹力纤维断裂；TUNEL
凋亡染色发现，AD组大鼠主动脉血管较Control组细胞凋亡明显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RT-PCR及Western-blot实验亦发现，AD组大鼠主动脉血管ATF4、CHOP的表达在RNA水平及蛋白水平均
较Control组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HOP和ATF4与内质网应激关系密切，
CHOP及ATF4在人主动脉夹层标本及主动脉夹层动物模型标本中均显著升高，说明在主动脉夹层中内质
网应激水平较高，这或许是主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发生凋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主
动脉夹层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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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EBP-Homologous protein (CHOP)

and active transcription factor 4 (ATF4) in aortic dissection. Methods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as Stanford type
I with a parallel thoracic aortic dissection from March 2017 to April 2018 were enrolled in the AD group (n=13),
and 5 patients were admitted for heart transplantation.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as donors (these 5 patients had no
macrovascular disease, and the aortic vessels removed during heart transplantation were used as relatively normal
aortic vascular tissue). The aortic vascular structure changes were studied by mason staining and resorcinol staining.
The sharp muscle cells after aortic dissection were confirmed by TUNEL staining. ATF4 was detected by RT-PCR
and Western-blot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respectively. And changes in CHOP. In animal experiments, 20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control group (n=10) and AD group (n=10). Ra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feed, and rats in the AD group were given a 0.3% beta-isopropylaminoglycolate (B APN)-maintained
feed for aortic dissection animal model establishment. After the animal model w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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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rtic tissue was implanted for paraffin embedding, and the post-slice treatment steps and detection indexes were
the same as the human specimens. Results In human specimens, Masson staining and resorcinol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collagen deposition in the aortic vascular specimens of the A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onor group, and the degree of elastic fiber rupture was also more serious. TUNEL apoptosis staining revealed that
the aorta vessels of the AD group were aortic. The apoptosis of the normal vascular tiss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Donor group (P<0.01). RT-PCR and Western-blot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ATF4
and CHOP in the aortic vessels of the AD group was at the RNA level and protein. The water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rmal aorta in the Donor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In
animal experiments, Masson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aortic vessels of the A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orcinol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aortic vessels of the A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seve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Basic non-elastic fiber rupture; TUNEL apoptosis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apoptosis of aortic vessels in A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RT-PCR and Western-blot experiments also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ATF4 and CHOP in the aortic vessels of the A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HOP and ATF4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CHOP and ATF4 a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in human aortic dissection specimens and aortic dissection animal models, indicating higher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levels in the aortic dissection. It may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causes of apoptosis of aortic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and to some extent participate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ortic dissection.
[Key words] Aortic dissection;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 Apoptosis; ATF4; CHOP

主动脉夹层（AD）作为现今高发的一类大血
管疾病，疾病进展迅速、治疗措施局限，患者死
亡率高。其典型表现为主动脉内膜撕裂，血液涌
入中膜内，且沿中膜长轴剥离，形成真、假血管
腔 [1]。主动脉夹层发生的早期病理改变为主动脉
中膜囊性变（AMD），主要表现为平滑肌细胞缺
失和凋亡、细胞外基质的沉积、弹力纤维的断裂
等。其中，主动脉平滑肌细胞的缺失和凋亡在导
致主动脉夹层发生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
研究显示，内质网应激（ERS）对调控细胞
凋亡、细胞自噬、氧化应激及细胞内钙稳态等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且有研究证实，ERS与
多种心血管疾病如心肌肥厚、心肌缺血再灌注
损伤等的发生密切相关 [3]。但是，ERS在主动脉
夹层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在主动脉平滑肌细
胞（VSMCs）凋亡中的联系尚无报道。本研究
通过分析ERS相关的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
转录因子同源蛋白（CHOP）和活性转录因子4
（ATF4）在主动脉夹层人体标本和动物标本中
的表达情况，研究其与主动脉夹层发病过程中
VSMCs凋亡的相关性，旨在为主动脉夹层提供新
的诊疗思路。
1 材料与方法
1.1 人体标本与实验分组 选取2017年3月至2018
年4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确诊为StanfordⅠ型夹
层并行胸主动脉夹层全弓置换患者13例为AD组
（n=13），患者均经过CTA检查确诊为胸主动脉
夹层，三维重建的结果显示破口产生于升主动
脉。所有患者术前均无冠心病、外周血管疾病、
糖尿病、关节炎、膜性肾病。患者均在入院后行

急诊手术，我们在术中取AD患者病变的血管组
织。标本取出后，预冷的生理盐水漂洗主动脉组
织，一部分冻存于液氮中，一部分用4%多聚甲
醛固定，石蜡包埋用于进行后续检测。另选取5
例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作为
Donor组（此5例患者均无大血管疾病，其在心脏
移植术中取下的心脏主动脉血管可作为相对正常
主动脉血管组织）。术前所有实验方案均已告知
家属，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且该部分实验经武汉
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
1.2 实验动物与模型构建 选用SPF级野生型4周
龄SD大鼠20只，实验动物均由武汉大学动物实
验中心提供[动物使用许可证号：SYXK（鄂）
2015-0027]；饲喂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动物实
验中心。将实验动物随机分为AD组（n=10）及
Control组（n=10）。AD组饲喂含0.3% β-异氨基
丙腈酯（BAPN）的维持饲料进行主动脉夹层动
物模型构建，Control组饲喂普通维持饲料。动物
模型构建开始后密切观察造模大鼠生存状况，若
大鼠于造模过程中死亡，立即解剖，明确死因，
并收集主动脉撕裂范围的主动脉组织标本液氮冻
存或4%多聚甲醛固定。4周后各组存活大鼠统一
取材（AD组取主动脉撕裂部位，Control组取相应
部位血管），主动脉标本液氮冻存或4%多聚甲
醛固定用于后续实验。
1.3 实验试剂 CHOP抗体购自美国Proteintech
公司（货号：15204-1-AP）；ATF4抗体购自
美国Proteintech公司（货号：10835-1-AP）；
GAPDH抗体购自美国Proteintech公司（货号：
60008-1-Ig）。抗鼠二抗购自美国Cell Sign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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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公司（货号：14709S）；抗兔二抗
购自美国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公司（货号：
5151P）。TUNEL试剂盒购自中国生工（货号：
E607178）；β-氨基丙腈酯（BAPN）购自日
本TCI公司（货号A0796）。Trizol试剂购自美
国BBI公司（货号：B610409）。一步法反转录
荧光定量试剂盒，购自中国生工公司（货号：
B639277）；SYBR Green购自上海生工（货号：
B110031）。
1.4 TUNEL染色 各组标本经4%多聚甲醛固定，
石蜡包埋后进行切片。将切片置于60℃恒温烘箱
中烤片融蜡1 h，然后置于二甲苯溶液中进一步脱
去残余石蜡，常规步骤水化，PBS漂洗。蛋白酶
K消化修复切片；将TUNEL试剂盒相关试剂配置
好后，根据说明书按步骤操作。染色完成后，苏
木素复染，盐酸酒精脱色，蒸馏水漂洗，中性树
脂封片，全自动显微镜下观察。
1.5 Real-time PCR 取约60 mg的人体及大鼠主
动脉标本，加入适量Trizol，液氮研磨仪研磨，提
取组织中总RNA。紫外分光光度计测量其浓度及
纯度，纯度在1.9~2.0为合格，方可进行下一步实
验。逆转录试剂盒对所得RNA进行逆转录，获得
cDNA，采用SYBR Green染料法以BIO-RAD RTPCR仪为平台，扩增条件为：95℃预变性10 min，
95℃变性10 s，60℃退火10 s，72℃延长20 s，共
40个循环，β-Actin作为内参，进行PCR反应，反
应结束后，定量分析实验结果。所用主要引物条
目及序列如下表：
1.6 Western-blot实验 按照分组要求处理组织
后，取约60 mg组织于1.5 ml EP管内，加入含有适
量比例的Cocktail及PMSF蛋白酶抑制剂的RIPA裂
解液，液氮研磨仪研磨组织；所得样品于冷冻离
心机中以4℃ 12 000 rpm/min离心20 min，取上清，
所收集上清液冰上超声碎裂。根据所获得蛋白上
清液的体积，以适当的比例加入蛋白上样缓冲液
混匀，100℃金属浴15 min，所获蛋白样本冻存
于-80℃冰箱中。每孔蛋白上样量为20 ug，电泳电
压90 V，电流40 mA，以10%SDS-PAGE丙烯酰胺
凝胶进行Western blot电泳。在电流200 mA，电压
100 V条件下电转2 h。其后TBST洗膜，5%脱脂奶
粉封闭，一抗4℃孵育过夜，GAPDH为内参，以

种属
人
人
人
大鼠
大鼠
大鼠

上游序列
GGAAACAGAGTGGTCATTCCC
CCCTTCACCTTCTTACAACCTC
CATGTACGTTGCTATCCAGGC
CTGGAAGCCTGGTATGAGGAT
ATGGCGCTCTTCACGAAATC
GGCTGTATTCCCCTCCAT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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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抗鼠、羊抗兔荧光二抗显影，在Odessy荧光扫
膜系统上扫膜，并对结果进行半定量分析。
1.7 统计分析 以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人体标本中，各组主动脉组织中ATF4及
CHOP表达比较 两组人体主动脉组织标本，石
蜡包埋、切片后经间苯二酚染色发现，AD组患
者主动脉血管组织中弹力纤维断裂较Donor组正
常主动脉血管明显增多，说明所选取的主动脉夹
层标本符合主动脉夹层发病后的血管组织病理
改变。Masson染色发现，AD组患者血管组织中
胶原沉积较Donor组正常主动脉血管明显增多；
通过TUNEL染色发现，AD组患者血管组织内凋
亡VSMCs较Donor组血管组织内凋亡细胞明显增
多（图中红色箭头示凋亡阳性细胞），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图1）。RT-PCR及
Western-blot实验发现，AD组患者主动脉血管
ATF4、CHOP的表达在RNA水平及蛋白水平均较
Donor组正常主动脉血管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图2）。
2.2 动物实验中，各组主动脉组织中ATF4及
CHOP表达比较 对两组动物所获得的血管标本
石蜡包埋、切片后，进行间苯二酚染色，发现对
照组基本无弹力纤维断裂，AD组主动脉损伤部
位组织弹力纤维断裂较对照组明显增多；Masson
染色发现，AD组主动脉损伤部位组织胶原沉积
较对照组显著增多。以上病例特点均符合主动脉
夹层发病组织的病理改变，这也说明主动脉夹层
动物模型的构建基本成功。通过TUNEL染色我
们发现，AD组主动脉损伤部位主动脉平滑肌细
胞凋亡较对照组显著增加（图中红色箭头所指
即为凋亡阳性细胞），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图3）。RT-PCR及Western-blot实验发
现，AD组主动脉损伤部位组织CHOP及ATF4在
RNA及蛋白水平均较对照组均显著升高，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图4）。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人主动脉夹层血管组织标本
中环磷酸腺苷反应元件结合转录因子同源蛋白

表1 不同种属CHOP、ATF4、β-Actin特异性引物序列
引物名称
CHOP
ATF4
Β-ACTIN
CHOP
ATF4
Β-ACTIN

•

下游序列
CTGCTTGAGCCGTTCATTCTC
TGCCCAGCTCTAAACTAAAGGA
CTCCTTAATGTCACGCACGAT
CAGGGTCAAGAGTAGTGAAGGT
ACTGGTCGAAGGGGTCATCAA
CCAGTTGGTAACAATGCCATG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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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两组人体主动脉组织标本间二苯酚染色，Masson染色，TUNEL
染色（400×）
注：与Donor组相比，aP＜0.05，bP＜0.01。红色箭头示凋亡阳性
细胞

图2 人体标本各组主动脉组织ATF4、CHOP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
注：与Donor组相比，aP＜0.05，bP＜0.01

图3 各组大鼠主动脉组织间二苯酚染色，Masson染色，TUNEL染色
（200×）
注：与Donor组相比，aP＜0.05，bP＜0.05

图4 各组主动脉组织ATF4、CHOP蛋白及RNA表达水平
注：与Donor组相比，aP＜0.05，bP＜0.05

（CHOP）和活性转录因子4（ATF4）的表达在
mRNA水平及蛋白水平均较正常主动脉血管组织
标本明显增加，提示在主动脉夹层发病过程中内
质网应激明显升高；同时，TUNEL染色显示，主
动脉夹层组织中VSMCs凋亡细胞数目明显增多。
因为人体组织标本之间存在年龄、性别、发病
程度等多种差异，样本均一性相对较差。为进一
步验证内质网应激水平及相关蛋白在主动脉夹层
发病过程中的表达，我们构建了主动脉夹层动物
模型。在动物实验中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进一

步证实内质网应激相关蛋白的表达升高可能与
VSMCs凋亡具有密切的联系。
主动脉夹层作为一类极其危险的大血管疾
病，基本病理变化表现为主动脉VSMCs的丢失和
凋亡过多，弹力纤维断裂，细胞外基质胶原沉积
过多 [2]。其中，VSMCs的数目减少及凋亡增多，
是主动脉舒缩功能障碍导致后期主动脉夹层发生
发展的主要原因 [4]。在主动脉夹层发生过程中，
VSMCs受到炎症、钙稳态失衡、氧化应激、血流
剪切力等一系列外界刺激的影响，凋亡增多，进
而使得主动脉结构和功能受到影响，导致主动脉
夹层的发生[5]。
许多因素可诱发主动脉VSMCs发生凋亡。内
质网作为机体细胞内蛋白质合成的场所，对于维
持机体细胞功能的正常运转具有极其重要的作
用。一旦机体内环境发生改变，如氧化应激、钙
稳态失衡等，细胞内质网稳态受到破坏，内质网
功能受到影响，蛋白质折叠错误或未折叠蛋白集
聚称之为内质网应激（ERS）。内质网应激发生
后会进一步触发未折叠蛋白质反应（UPR） [6]。
此时，监控内质网功能的一系列蛋白激活内质网
应激相关信号通路蛋白如蛋白激酶样内质网激酶
（PERK）、肌醇需求蛋白（IRE-1）、活性转
录因子4（ATF4），使蛋白质折叠能力增强，蛋
白质翻译速率降低，并通过促进蛋白质的降解来
缓解内质网负荷，减轻内质网应激水平；若经此
过程内质网应激不能有效缓解，则触发凋亡相关
蛋白的表达，导致细胞凋亡，进而影响机体或器
官功能导致一系列临床疾病的发生发展 [7]。其中
PERK/ATF4/CHOP对于细胞凋亡的调节具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
活性转录因子4（ATF4）由351个氨基酸构
成，作为PERK/ATF4/CHOP中的重要节点蛋白，
通常在由PERK下游的真核起始因子2（eIF2）诱
导下使其mRNA转录速率加快，蛋白表达水平升
高，进而促进CHOP的表达入核，诱导细胞凋亡
的发生[8]。CHOP也称为GADD153，属于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家族，与细胞增殖、分化及代谢
的调节过程相关 [9]。其主要由两个功能域组成，
一是N末端转录激活域和C末端碱性亮氨酸链式结
构域组成的富含碱性氨基酸的DNA结合区域；其
次是亮氨酸链式二聚化基序。有研究将CHOP不
同结构域进行缺失突变发现，C末端碱性亮氨酸
链式结构域对CHOP介导的细胞凋亡极其重要[10]。
在机体正常情况下，CHOP表达较低，而当细胞
内过表达CHOP则会导致细胞周期阻滞，诱导细
胞凋亡的发生[11]。研究发现，ERS通过CHOP可以
调节许多细胞凋亡相关基因的表达，包括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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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2、TRB3和GADD34[12-14]。其中CHOP可以下
调抗凋亡蛋白Bcl-2的表达，上调促凋亡蛋白Bax
的表达，进而促进细胞的凋亡[15]。同时，在CHOP
敲除的转基因小鼠中，caspase-3、Bax活性及表
达均明显降低[16,17]。因此，CHOP可以通过多种途
径促进细胞凋亡的发生，对于细胞凋亡的发生具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主动脉夹层的发生过程中，多
种因素刺激可内质网应激的发生，使得内质网应
激相关蛋白ATF4与CHOP表达显著上调；若内质
网稳态不能恢复，ATF4与CHOP则启动细胞凋亡
信号通路进而导致主动脉VSMCs的凋亡，促进主
动脉夹层的发生发展。明确主动脉夹层发生的病
理生理机制也为以后主动脉夹层的早期治疗提供
了新的治疗思路与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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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PA-HF：心衰治疗里程碑式进展，SGLT-2抑制剂改善心衰患者预后
心力衰竭（心衰）可以说是21世纪我们所面对最为严

者均为射血分数降低（LVEF≤40%），伴或不伴2型糖尿病

重的心血管病问题，是各类心脏疾病的终末状态，其特点在

的心衰患者，平均年龄为66岁。结果显示，相比安慰剂，

于发病率高、病死率高。在心衰的药物治疗方面，近年来包

达格列净显著降低HFrEF患者的心血管死亡或心衰恶化风险

括伊伐布雷定、沙库巴曲缬沙坦等药物接连不断取得新的突

（HR=0.74；95%CI：0.65-0.85；P＜0.00001），风险降低

破，为心衰治疗带来柳暗花明的新的希望。2019年心衰领域

幅度高达26%。

最受关注的明星药物莫过于SGLT-2抑制剂，公布于2019欧

这一研究结果将改变心衰治疗的“游戏规则

洲心脏病学会议的DAPA-HF研究的结果标志着SGLT-2抑制

（gamechanger）”，无论患者是否合并有糖尿病，达格列

剂成为了心衰治疗中里程碑式突破性进展之一。

净均可一致性显著降低主要不良事件的风险，SGLT-2抑

DAPA-HF是一项国际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
对照临床研究，评估在标准疗法基础上加用达格列净（10
mg/d）对比安慰剂的疗效和安全性差异，纳入的4744名受试

制剂将不再仅仅是一种降糖药物，其对于心衰患者安全有
效、难受性强，将成为真正的“跨界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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