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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53/Bbc3/BCL-2信号转导通路的映山红花总黄酮
在大鼠心肌损伤保护中的机制研究
张晓春1，童有福1，张晓花2
【摘要】目的 观察映山红花总黄酮对大鼠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并基于抑癌基因P53（P53）
/BCL-2绑定组件3（Bbc3）/B细胞淋巴瘤样因子-2（BCL-2）信号转导通路探讨可能的保护机制。方法
将40只大鼠随机分成正常对照组，假手术组，模型组+生理盐水组及模型组+映山红总黄酮组；采用冠状
动脉（冠脉）微血栓方法构建大鼠心肌损伤模型，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造模后心肌细胞改变，Western
blot检测各组心肌组织内P53、Bbc3及BCL-2的表达水平。结果 天狼星染色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
比，模型组大鼠心肌细胞排列紊乱，部分出现纤维断裂的情况；HE染色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心肌细
胞出现凋亡现象，结构紊乱。天狼星染色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假手术组大鼠心肌梗死面积
无显著差异（P＞0.05）；模型组大鼠心肌细胞排列紊乱，梗死面积显著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给与映山红花总黄酮干预后，心肌梗死面积显著降低（P＜0.05）。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提
示，与正常组（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P53、Bbc3及BCL-2的表达水平明显增加（P均＜0.05），给与
映山红花总黄酮可显著抑制组织中P53、Bbc3及BCL-2的表达水平（P均＜0.05）。结论 映山红花总黄酮
对大鼠心肌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映山红花总黄酮抑制心肌细胞内P53、Bbc3及BCL-2
的表达有关。
【关键词】映山红总黄酮；心肌损伤；抑癌基因P53；BCL-2绑定组件3；B细胞淋巴瘤样因子-2；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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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total flavonoids of azalea flowers (AF-TF) on

myocardial injury in rats, and discuss its possible protective mechanism based on cancer suppressor gene 53/B-cell
lymphomatoid factor-2 binding component 3/B-cell lymphomatoid factor-2 (P53/Bbc3/BCL-2)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Methods A total of 40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 group, sham-operation group,
model+normal saline group (model+NS group) and model+AF-TF group. The model of myocardial injury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coronary microthrombosis method in rats. The changes of cardiomyocytes were observed by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IHC), and expressions of myocardial P53, Bbc3 and BCL-2 were detected by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ssay. Results The results of Sirius staining showed that cardiomyocytes were disordered
and some myocardial fibers ruptured in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of HE staining
showed that cardiomyocytes showed apoptosis and structural disorders in model group. The results of Sirius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area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had no difference between sham-operation group 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P>0.05), while cardiomyocytes were disordered and infarction area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model group
(P<0.05), and infarction area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model+AF-TF group (P<0.05). The detective results of
Western blotting assay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s of P53, Bbc3 and BCL-2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sham-operation group (all P<0.05), and expressions of P53, Bbc3 and BCL-2 were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in model+AF-TF group (all P<0.05). Conclusion AF-TF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on myocardial injury in
rats, and the mechanism maybe related to AF-TF can inhibit the expressions of myocardial P53, Bbc3 and BCL-2.
[Key words] Total flavonoids of azalea flowers; Myocardial injury; Cancer suppressor gene 53; BCL-2 binding
component 3; B-cell lymphomatoid factor-2;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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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动脉粥样斑块破裂或冠状动脉（冠脉）介
入手术过程中形成的微小栓子引起的心肌损伤是
临床上常见的现象，有研究报道称冠脉介入术后
引起的继发性冠脉微栓塞发生率高达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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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患者甚至高达45%左右[1,2]，由此可见冠脉微
栓塞现状不容忽视。冠脉微栓塞一旦形成心律失
常及局部或大面积心肌梗死便会发生，严重影响
了患者的生存期和远期预后。既往研究表明[3,4]，
冠脉微栓塞发生后梗死区域心肌细胞发生明显的
凋亡，细胞水肿，间质纤维增生，分子层面上凋
亡相关蛋白水平显著提高。亦有研究表明[5,7]，抑
癌基因P53（P53）、BCL-2绑定组件3（Bbc3）
及B细胞淋巴瘤样因子-2（BCL-2）分子在心
肌损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P53可介导
BCL-2相关线粒体凋亡通路调控心肌细胞的凋
亡过程。新近研究表明 [9,10]，映山红花总黄酮具
有心肌损伤的保护作用，但是否通过影响P53、
Bbc3和BCL-2分子的水平发挥保护作用的机制尚
不十分清楚。本研究主要观察造模后心肌细胞改
变及各组心肌组织内P53、Bbc3及BCL-2的表达
水平来间接反映对心肌的保护作用和机制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 雄性SD大鼠40只，机体健
康，体重约200~250 g，购于我院动物实验中心。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40只大鼠分成正常组、假手
术组，模型组+生理盐水组及模型组+映山红总黄
酮组，每组10只，其中4只用于免疫组织化学染
色心肌组织样本的获取，6只用于Western blot心
肌组织样本的获取。所有动物均保证24 h自由食
水，12 h日光灯昼夜循环，室温23±1℃，相对湿
度40%±5%。所有实验均在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下进行。
1.2 设备与试剂 映山红花总黄酮购买于安徽
合肥合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黄色粉末状，纯
度高达85%，给药时采用生理盐水配制使用。
丙泊酚注射液：20 ml，200 mg/支，英国阿斯
利康制药公司；45μm聚乙烯微栓塞球：5×
10 5 μ/ml，美国Polyscience公司；十二烷基硫酸
钠：500 g/瓶，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注
射用青霉素钠：0.48 g（80万单位），山东鲁抗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小鼠抗P53 IgG（美国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公司），山羊抗BbC3 IgG（美
国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公司），兔抗BCL-2
IgG（美国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公司），小鼠
抗β-actin IgG（美国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公
司），针对小鼠、山羊和兔的辣根过氧化物酶
（HRP，北京中杉银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染色试剂盒（美国Sigma公司），天狼星染色
试剂盒（美国Sigma公司），Western blot试剂盒
（上海康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3 模型制备及给药方法 10 mg/kg丙泊酚尾静脉
注射将各组大鼠诱导麻醉，0.8 mg/kg/min微量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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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给药。固定大鼠，连接大鼠呼吸机，调整参
数为呼吸比1:1，气压1.5 kPa，频率70 次/min，潮
气量20 ml/kg。冠脉微栓塞模型主要经历备皮、
消毒、铺巾、打开胸腔、暴露心脏、剥离心包、
左室注射0.1 ml含45μm聚乙烯微栓塞球4000 U
的SDS生理盐水混液同时将升主动脉夹闭20个心
动周期（约10 s），假手术组仅为0.1 ml的SDS生
理盐水，完毕松开动脉夹，关闭胸腔，逐层缝
合，尾静脉注射10 000 U青霉素，撤离呼吸机和
麻醉设备，待其自然苏醒恢复后拔除导管，记录
实验时间，根据既往研究报道约6~12 h为心肌损
伤高峰，因此本研究获取8~9 h间的心肌组织样
本。本研究给药方式为预防性给药，在大鼠造模
前1周，模型-映山红花组给与映山红花总黄酮干
预，浓度为12 mg/kg [11]，腹腔注射，1/d；模型生理盐水组给与生理盐水治疗。
1.4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与Western blot 术后8 h，
将各组大鼠水合氯醛（0.4 ml/kg，腹腔注射）审
麻。用于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大鼠采用4%多聚
甲醛溶液灌注固定，获取心肌细胞，冰冻切片，
片厚25 μm。将切片裱至干净的盖玻片，待自然
晾干后，置于HE和天狼星染色试剂盒中染色。
用于Western blot的大鼠待深麻后于冰上迅速处
死，获取心肌组织加入含磷酸酶抑制剂和蛋白酶
抑制剂的强力RIPA裂解液中，研磨提取蛋白，并
进行蛋白定量，采用Western blot试剂盒进行目标
蛋白的分离。所有操作均按照试剂盒使用说明严
格执行。
1.5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3.0统计学
软件分析，图表制作采用Graphpad Prism 5软件。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组间
差异采用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P＜0.05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造模后大鼠心肌细胞形态改变 天狼星染色
结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鼠心肌
细胞排列紊乱，部分出现纤维断裂的情况；HE
染色结果显示，模型组大鼠心肌细胞出现凋亡现
象，结构紊乱（图1）。
2.2 各组大鼠心肌细胞形态改变 天狼星染色结
果显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假手术组大鼠心肌
梗死面积无显著差异（P＞0.05）；模型组大鼠
心肌细胞排列紊乱，梗死面积显著增加，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给与映山红花总
黄酮干预后，心肌梗死面积显著降低（图2，P
＜0.05）。
2.3 各组大鼠心肌组织中P53、Bbc3及BCL-2的
表达水平 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提示，与正常组

•

1470 •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19年12月第11卷第12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December,2019,Vol.11,No.12

图1 造模后大鼠心肌细胞形态改变

图2 各组大鼠心肌细胞形态改变

（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P53、Bbc3及BCL-2
的表达水平均明显增加（P均＜0.05），给与映
山红花总黄酮可显著抑制组织中P53、Bbc3及
BCL-2的表达水平（P均＜0.05）（图3）。
3 讨论

建大鼠心肌损伤模型，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造
模后心肌细胞改变，Western blot检测各组心肌组
织内P53、Bbc3及BCL-2的表达水平。
既往研究表明 [13]，端粒寡核苷酸序列对大鼠
胸大动脉平滑肌细胞凋亡的作用可能与SIRT1/
P53信号通路有关。亦有研究表明 [14]，在急性心
肌梗死模型大鼠中，心肌组织中cTnT、CK-MB、
P53、Fas和Bax因子mRNA表达较高，BCL-2表达
水平较低。也有研究报道称[15,16]，Bbc3在肺鳞状
细胞癌、神经母细胞瘤及心肌损伤发生发展过
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可见P53、Bbc3及
BCL-2可作为新型的心肌细胞凋亡预测因子。在
我们的研究结果中，观察到冠脉微栓塞模型大鼠
心肌细胞出现凋亡现象，结构紊乱，心肌梗死面
积显著增加；给与映山红花总黄酮干预后，心肌
梗死面积显著降低，该结果表明映山红花总黄酮
对心肌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符合我们的预
期，与既往研究报道一致[9,10]。Western blot检测结
果提示，冠脉微栓塞模型大鼠心肌P53、Bbc3及
BCL-2的表达水平明显增加，给与映山红花总黄
酮可显著抑制组织中P53、Bbc3及BCL-2的表达
水平，该结果说明冠脉微栓塞的发生发展可能与
P53、Bbc3及BCL-2分子的表达改变密切相关，
而映山红花总黄酮发挥心肌损伤保护作用的机
制可能与抑制了心肌细胞内凋亡分子P53、Bbc3
及BCL-2的水平有关。但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尚未使用P53、Bbc3及BCL-2分子的特异性
试剂进行下调（上调）验证，结果具有一定偶然
性。并且映山红花总黄酮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仍
需进一步实验去验证。
综上所述，映山红花总黄酮对大鼠心肌损伤
具有保护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映山红花总黄
酮抑制心肌细胞内P53、Bbc3及BCL-2的表达有
关。但该实验目前仅在基础实验中体现，后面仍
需进一步研究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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