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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拉鲁肽对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其机制
聂晓东1，刘源2，申娟1，祁华琪1
【摘要】目的 观察利拉鲁肽（LIR）对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BB（PDGF-BB）诱导血管平滑肌细
胞（VSMCs）增殖的影响，并对其可能机制进行探讨。方法 实验分6组：空白对照组、PDGF-BB组、
PDGF-BB+LIR（25、50、100 nM）组、LIR（100 nM）组；细胞接受不同干预因素刺激后，采用锥虫
蓝染色检测LIR的细胞毒性；细胞增殖检测试剂盒CCK-8及Brdu检测细胞增殖及DNA合成；流式细胞
仪检测细胞周期；实时荧光定量RT-PCR检测调控细胞周期相关蛋白的基因表达；酶标仪检测活性氧
（ROS）的产生；蛋白印迹法（Western blot）对可能机制进行探讨。结果 ①细胞毒性：PDGF-BB和
/或LIR（25、50、100 nM）对VSMCs无毒性。②增殖作用：PDGF-BB干预48 h可显著诱导VSMCs增殖
及DNA合成（P＜0.01），LIR（25、50、100 nM）与PDGF-BB联合干预则可呈浓度依赖性的抑制细胞
增殖及DNA合成（P均＜0.01）；对细胞周期的影响：LIR可阻滞G0/G1期细胞向S期过渡；与对照组相
比，PDGF-BB组中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6、4（CDK6，CDK4）、细胞周期蛋白D1、E（CyclinD1，
CyclinE）的基因表达均明显增加（P均＜0.01），细胞周期蛋白激酶抑制蛋白P27（P27）的表达下调
（P＜0.01），LIR（100 nM）与PDGF-BB联合干预后可逆转这种现象。③ROS的产生：与对照组相比，
PDGF-BB组中ROS的水平显著提高（P＜0.01），LIR（25、50、100 nM）与PDGF-BB联合干预后可呈浓
度依赖性的抑制ROS的产生（P均＜0.01）。④机制探讨：与对照组相比，PDGF-BB组中JNK、ERK1/2及
p38的磷酸化水平均显著升高（P均＜0.01）；与PDGF-BB组相比，LIR（100 nM）与PDGF-BB联合干预
后，ERK1/2和p38的磷酸化水平均显著降低（P均＜0.01），而JNK的磷酸化水平无显著变化。结论 LIR
可通过抑制PDGF-BB诱导ROS的产生以及其下游ERK1/2和p38信号通路的活化发挥抑制细胞增殖的作
用，为LIR预防和治疗血管重构相关疾病的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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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iraglutide (LIR) o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VSMCs)

proliferation in vitro induced by 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BB (PDGF-BB), and to explore its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The experimental samples were divided into 6 groups: blank control group, PDGF-BB
group, PDGF-BB + LIR (25, 50, 100 nM) group, LIR (100 nM) group. After the cells were stimulated by different
intervention factors, trypan blue staining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ytotoxicity of LIR; cell proliferation detection
kit CCK-8 and Brdu were used to detect cell proliferation and DNA synthesis;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cell cycle,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RT-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gene expression of cell
cycle-related proteins; microplate reade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Results (1) Cell cytotoxicity: PDGF-BB and/or LIR
(25, 50, 100 nM) did not induce VSMCs necrosis. (2) Cell proliferation: PDGF-BB intervention 48 h significantly
induced VSMCs proliferation and DNA synthesis (P<0.01), while LIR (25, 50, 100 nM) reversed the effect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 manner when co-treated with PDGF-BB (all P<0.01). Cell cycle: LIR can block the
transition from G0/G1 to S phas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gene expression of cyclin-dependent
kinases 6, 4 (CDK6, CDK4), cyclin D1, 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ll P<0.01), cyclin kinase inhibitor P27 (P27)
was decreased (P<0.01), while LIR (100 nM) and PDGF-BB combined intervention can reverse this phenomenon.
(3) ROS expressio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ROS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PDGF-BB group
(P<0.01), while LIR (25, 50, 100 nM) significantly reversed the effect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 manner when
co-treated with PDGF-BB (all P<0.01). (4) Signaling pathway: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hosphorylation
levels of JNK, ERK1 / 2 and p38 in the PDGF-BB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ll P<0.01). Compar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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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DGF-BB group, after LIR (100 nM) and PDGF-BB combined intervention, the phosphorylation levels of
ERK1 / 2 and p38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both P<0.01), while the phosphorylation level of JNK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Conclutions LIR can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ROS induced by PDGF-BB and the activation of
its downstream ERK1 / 2 and p38 signaling pathways, and it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ascular remodeling-related diseases by LIR.
[Key words] Liraglutide;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Signal pathway; Proliferation

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s）的异常增殖在血管
重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引起动脉内膜增厚，
继而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经皮冠状动脉（冠脉）
介入治疗术后或静脉移植术后的血管再狭窄[1-3]。
因此，抑制VSMCs异常增殖是逆转血管重构的关
键环节 [4]，但临床尚无特异性抗VSMCs增殖的药
物，寻找抗VSMCs增殖且无其他毒副作用的药物
对改善血管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类似物利拉鲁
肽（LIR）是一种主要来自回肠内分泌细胞的降
血糖素激素，可刺激胰岛β细胞分泌胰岛素，抑
制胰岛α细胞分泌胰高血糖素，抑制胃排空并减
少餐后高血糖，临床已用来治疗2型糖尿病，效
果显著[5-8]。在心血管研究中显示，GLP-1及其类
似物可通过激活心肌细胞保护通路，改善小鼠缺
血/再灌注损伤，逆转小鼠心肌肥厚及心血管功
能障碍 [9-11]。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利拉
鲁肽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其是否具有抗VSMCs
增殖的作用目前尚未得知。本实验采用利拉鲁
肽对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BB（PDGF-BB）诱导
的VSMCs进行干预处理，观察其对细胞增殖的作
用，并对可能机制进行探讨。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细胞 VSMCs（货号：GNR7）购自中
科院细胞库。细胞培养于37℃恒温、体积分数
为5%的CO 2 培养箱中。细胞培养基成分包括改
良Eagle培养基（DMEM/F12）+10%新生胎牛血
清（FBS）+1%双抗（PS）。光镜下当细胞铺
满80%的培养皿底时，采用0.25%胰酶（不含
EDTA）消化后传代，所有实验均采用第3-5代
VSMCs。
1.2 实验试剂 利拉鲁肽购自诺和诺德公司（溶
解于0.9%生理盐水中），锥虫蓝、碘化丙啶
（PI）、2'，7'-二氯荧光黄双乙酸盐（DCFHDA）、Brdu细胞增殖试剂盒购自美国Sigma公
司；细胞增殖检测试剂盒（CCK-8）购自日本
同仁化学研究所；FBS、DMEM/F12培养基、胰
酶、PS均购自美国Gibco公司；PDGF-BB购自美
国Peprotech公司；p-JNK、JNK、p-ERK1/2、
ERK1/2、p-p38、p38、甘油醛-3-磷酸脱
氢酶（GAPDH）抗体购自美国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CST）公司。

1.3 实验分组 实验共分6组，分别为①空白对照
组；②PDGF-BB组（20 ng/ml）；③PDGF-BB
（20 ng/ml）+LIR（25 nM）组；④PDGF-BB（20
ng/ml）+LIR（50 nM）组；⑤PDGF-BB（20 ng/
ml）+LIR（100 nM）；⑥LIR（100 nM）组。
1.4 锥虫蓝染色检测LIR的细胞毒性 不同因素干
预细胞48 h后，采用0.25%的胰酶将细胞消化稍皱
缩时，轻柔吹打为单细胞悬液，吸取9 μl细胞悬
液与1 μl 0.4%的锥虫蓝溶液使之充分混匀后置
于细胞计数仪中计数，活细胞率（%）=活细胞
总数/（活细胞总数+死细胞总数）×100%，每组
随机测3个视野。
1.5 细胞增殖能力测定 细胞被接种至96孔板中，
每孔100 μl，密度大约1.5×105个/ml，置于温箱
培养24 h，更换为饥饿液继续培养12 h，采用不
同干预措施继续刺激细胞48 h。
1.5.1 CCK-8 将96孔板中的培养基换为含有10
μl CCK-8的饥饿培养基100 μl，温箱中孵育3 h
后，置酶标仪下（波长450 nm）读取细胞的吸光
度（A）值。以空白对照组细胞活性为100%，余
下各组细胞活性数值=干预组/对照组×100%
1.5.2 Brdu 将96孔板中的培养基换为含有10 μl
Brdu标记液的饥饿培养基，37℃继续孵育细胞3 h
后采用Brdu试剂盒检测的标准流程对细胞增殖进
行检测。
1.6 PI染色检测细胞周期 VSMCs接种至6孔板
中，经过不同因素刺激48 h后，消化细胞，离心
弃上清，采用预冷PBS漂洗细胞2次后弃去PBS，
加入1 ml预冷70%乙醇（无水乙醇+PBS配制），
将之吹打为单细胞悬液，4℃冰箱中固定过夜，
次日再次以PBS洗涤细胞一次，之后加入485 μl
PBS重悬细胞，加入1 μl 0.2%的聚乙二醇辛基
苯基醚（Triton X-100）、1mg/ml核糖核酸酶
（RNase）5 μl及1 mg/ml PI 10 μl，4℃避光孵育
30 min后上机检测。
1.7 实时定量RT-PCR VSMCs接种至6孔板中，经
过不同因素刺激48 h后，弃去培养基提取细胞总
的RNA，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其浓度与纯度
后，取适当剂量将各个细胞样本浓度调整一致后
逆转录为cDNA。以GAPDH为内参照，采用20 μl
体系进行PCR扩增。反应条件为：94℃ 2 min 1
个循环，94℃ 40 s 25~35个循环，50~65℃ 4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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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1 min，72℃ 5 min 1个循环。所用的引物序
列见表1。
表1 调控细胞周期相关蛋白的mRNA引物序列
基因
CDK6

正向引物
反向引物
CDK4
正向引物
反向引物
CyclinD1 正向引物
反向引物
CyclinE 正向引物
反向引物
P27
正向引物
反向引物
GAPDH 正向引物
反向引物

引物序列（5’→3’）
CGATTGCAGCTTTACGTTCA
GCTGCAGGCAGATTACATCA
CAATGTTGTACGGCTGATGG
GGAGGTGCTTTGTCCAGGTA
CCCGAGGAGTTGCTGCAAATGGA
AGGGCCACAAAGGTCTGTGCA
TGGTGTCCTCGCTGCTTCTGCT
TGCTTGGGCTTTGTCCAGCAAG
TGCAACCGACGATTCTTCTACTCAA
CAAGCAGTGATGTATCTGATAAACAAGGA
GACATGCCGCCTGGAGAAAC
AGCCCAGGATGCCCTTTAGT

注：CDK6/4：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6/4；CyclinD1/E：细胞周
期蛋白D1/E；P27：细胞周期蛋白激酶抑制蛋白P27；GAPDH：甘
油醛-3-磷酸脱氢酶，内参照

1.8 Western blot 裂解后将细胞刮下置入离心管
中，采用BCA定量法检测蛋白浓度，将其调整
一致后置于煮沸仪上变性。取10 μl行10% SDSPAGE凝胶电泳，检测GAPDH，根据各个样本
的光密度值调整上样剂量，使用调整后的剂量
再次行凝胶电泳，使GAPDH光密度值保 持 一
致，后各组均以此剂量进行实验。将蛋白转移至
PVDF膜上，用一抗封闭液封闭12 h，一抗包括：
p-JNK、JNK、p-ERK1/2、ERK1/2、p-p38、
p38，TBST洗膜后将其放入二抗稀释液中避光孵
育1h，二抗为Alexa Fluor® 488 goat anti-Rabbit
IgG，使用Odyssey图像分析软件检测各组蛋白的
密度值作为蛋白表达水平。
1.9 ROS的检测 不同处理因素干预细胞6 h后，
将96孔板中的培养基换为含有10 μmol/L DCFHDA的培养基继续孵育20 min，检测方法采用Yang
等[8]的方法，ROS水平（%）=干预组荧光值/对照
组荧光值×100%。
1.10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应用SPSS 17.0统计软
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
间两两均数比较采用LSD法检验，以P＜0.05为差
异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LIR和/或PDGF-BB对VSMCs的细胞毒性 不
同干预因素刺激细胞48 h后，采用锥虫蓝染色
法检测细胞活性，LIR（25、50、100 nM）干预
VSMCs的细胞活性分别为98.2%±9.7%、96.1%
±6.8%、98.5%±6.6%，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LIR（25、
50、100 nM）与PDGF-BB（20 ng/ml）共同干预
VSMCs的细胞活性分别为95.4%±8.2%、96.2%±

8.3%、97.1%±8.8%，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2.2 CCK-8及Brdu检测LIR对PDGF-BB诱导的
VSMCs增殖及DNA合成 CCK-8细胞增殖检测结果
提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PDGF-BB（20 ng/ml）
刺激VSMCs 12、24、48 h后，细胞增殖呈时间依赖
性（P＜0.01）；LIR（25、50、100 nM）与PDGFBB联合干预细胞后，结果提示其呈时间和浓度
依赖性的抑制VSMCs增殖（图1A）。我们进一步
通过BrdU掺入法观察LIR对VSMCs DNA合成的影
响，结果提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PDGF-BB刺
激VSMCs 12、24、48 h后，DNA合成呈时间依赖性
（P＜0.01），LIR（25、50、100 nM）与PDGF-BB
联合干预细胞后，结果提示其呈时间和浓度依赖
性的抑制VSMCs DNA的合成（图1B）。
2.3 流式细胞仪检测LIR对细胞周期的影响 与
空白对照组相比，PDGF-BB（20 ng/ml）刺激
VSMCs 48 h后，处于G0/G1的细胞百分比降低，
S期及G2/M期细胞百分比均增加；与PDGF-BB组
相比，LIR（100 nM）与PDGF-BB联合干预后，
处于G0/G1细胞百分比显著增加，S期及G2/M期
细胞百分比均下降，结果显示LIR可阻滞G0/G1期
VSMCs向S期过渡（表2）。

图1 LIR可抑制PDGF-BB诱导的VSMCs增殖及DNA合成
注：LIR（25-100 nM）可呈浓度依赖性的抑制细胞增殖（A）与DNA
合成（B）。与对照组相比，aP＜0.01，与PDGF-BB组相比，bP＜0.01
表2 各组细胞周期统计结果（%）
组别
对照组
PDGF-BB
PDGF-BB+LIR 100 nM
LIR 100 nM

G0/G1
81.6±8.3a
72.7±6.4
78.6±8.3a
79.5±8.6

S
7.1±0.73a
14.2±2.2
11.4±1.5a
7.96±0.78

G2/M
11.3±2.1a
13.1±1.4
10.0±1.1a
11.53±0.9

注：与PDGF-BB组相比，aP＜0.01

2.3 调控细胞周期相关蛋白的基因表达 与空白
对照组相比，PDGF-BB（20 ng/ml）刺激VSMCs
48 h后，CDK6、CDK4、CyclinD1及CyclinE的基
因表达水平显著上调，P27表达水平显著下调；
与PDGF-BB组相比，LIR（100 nM）与PDGF-BB
联合干预后，CDK6、CDK4、CyclinD1及CyclinE
的基因表达水平均明显下调，P27表达水平则显
著上调；LIR单独干预细胞对以上基因表达无影
响（图2）。
2.4 酶标仪检测细胞中ROS的表达水平 与空
白对照组相比，PDGF-BB（20 ng/ml）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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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MCs 6 h后，细胞中的ROS表达水平显著提高
（P=0.003）；与PDGF-BB组相比，LIR（25、
50、100 nM）与PDGF-BB联合干预后，其呈浓
度依赖性的抑制细胞内ROS的表达（P=0.02，
0.01，0.01）（图3）。
2.5 调控细胞周期相关信号通路的蛋白表达 与
空白对照组相比，PDGF-BB（20 ng/ml）刺激
VSMCs 15 min后，JNK、ERK1/2及p38的磷酸化
水平均显著升高（P=0.02，0.00，0.01）；与
PDGF-BB组相比，LIR（100 nM）与PDGF-BB
联合干预后，ERK1/2和p38的磷酸化水平均显著
降低（P=0.00，0.007），而JNK的磷酸化水平则
无显著变化（P=0.52）；LIR单独干预细胞对以
上信号通路的磷酸化水平无影响（P均＞0.05）
（图4）。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PDGF-BB（20 ng/ml）可显著
刺激VSMCs增殖，处于S期及G2/M期的细胞比例
较空白对照组明显增加，此外细胞内ROS产生增
加，进一步活化细胞增殖相关信号通路。利拉鲁
肽抑制PDGF-BB诱导的VSMCs增殖和DNA合成
呈浓度和时间依赖性，并且实验浓度的利拉鲁肽
对VSMCs无毒性。本研究还表明，利拉鲁肽能够
通过下调CDK6、CDK4、CylinD1及CyclinE的表
达，阻滞细胞周期于G0/G1-S期。利拉鲁肽抑制

图2 LIR对VSMCs细胞周期相关蛋白mRNA的影响
注：LIR（100 nM）显著抑制PDGF-BB诱导的CDK6、CDK4、
CyclinD1及CyclinE基因的表达，上调P27基因的表达。与对照组相
比，aP＜0.01；与PDGF-BB组相比，bP＜0.01

图3 LIR可抑制PDGF-BB诱导的ROS生成
注：LIR（25-100 nM）可呈浓度依赖性的抑制细胞中ROS的生
成。与对照组相比，aP＜0.01；与PDGF-BB组相比，b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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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LIR对MAPK信号通路的影响
注：与对照组相比，PDGF-BB刺激VSMCs 15分钟后显著诱导
ERK1/2，p38及JNK的磷酸化，而PDGF-BB与LIR（100 nM）共同干
预细胞后，ERK1/2及p38的磷酸化水平均下调，而JNK的磷酸化水平
无变化，与对照组相比，aP＜0.01，与PDGF-BB组相比，bP＜0.01

PDGF-BB刺激的VSMCs增殖是通过抑制ROS的产
生以及其下游的ERK1/2和p38信号通路活化来实
现的。这些结果为利拉鲁肽预防和治疗血管重构
相关疾病的提供了理论依据。
VSMCs异常增殖可导致血管狭窄及血管重
塑，在动脉粥样硬化及PCI术后再狭窄过程中发挥
重要的作用[12-15]。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利拉鲁
肽（25~100 nM）可抑制PDGF-BB诱导的VSMCs
增殖和DNA合成，其中100 nM效果最佳。细胞增
殖受细胞周期的严格调控，此过程需要静态状态
的VSMCs进入和通过细胞周期各阶段，利拉鲁肽
已被证实可在癌细胞系中阻滞细胞周期进程，为
此，我们研究了利拉鲁肽对VSMCs周期的影响。
流式细胞仪结果提示利拉鲁肽干预48 h可显著增
加G0/G1期细胞的百分比，减少处于S及G2/M期
细胞的百分比，表明利拉鲁肽可阻滞VSMCs细胞
周期于G0/G1-S期。进一步检测了调控细胞周期
由G0/G1期向S期过渡检查点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
的基因，结果显示PDGF-BB可显著上调CDK6、
CDK4、CylinD1及CyclinE及下调P27 mRNA的表
达水平，而利拉鲁肽与PDGF-BB的联合干预48 h
后以上指标均得到显著逆转。以上结果提示利拉
鲁肽可通过调控这些细胞周期相关蛋白发挥拮抗
PDGF-BB诱导的VSMCs增殖作用。
在血管损伤时，PDGF-BB会大量释放，与
其细胞膜受体PDGFRβ结合后会产生大量活性
氧（ROS），继而诱导下游胞内丝裂原活化蛋白
激酶（MAPKs）信号通路活化，VSMCs中MAPKs
信号通路如ERK1/2和p38信号通路的活化可引起
细胞的增殖，诱导VSMCs表型由收缩型转化为
增殖型[16-19]，Lee等[20]研究显示，清除ROS可抑制
PDGF-BB诱导的VSMCs增殖。我们的研究结果显
示，利拉鲁肽可显著抑制PDGF-BB诱导的细胞内
ROS的产生，蛋白电泳结果提示利拉鲁肽显著抑
制PDGF-BB诱导的ERK1/2及p38 MAPK信号通路
的磷酸化水平，而对JNK信号通路磷酸化水平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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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提示利拉鲁肽是通过抑制ROS以及其下游
ERK1/2和p38信号通路的活化抑制VSMCs的增殖。
我们的研究首次发现利拉鲁肽可抑制PDGFBB诱导VSMCs的增殖，这种现象与利拉鲁肽调控
相关细胞周期蛋白的表达，以及调控ROS及其下
游的ERK1/2和p38信号通路活化有关。该研究结
果表明，利拉鲁肽在治疗糖尿病之余，有可能成
为治疗和预防血管重构相关疾病的新药物，尤其
是对于冠心病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更能得到进
一步的获益[21]。下一步需要在大体动物身上继续
验证，以得到更加肯定的结果，为其进一步的临
床研究做好基础支持。

[10]

[11]

[12]

[13]

[14]

参考文献
[1]

[2]

陆璐,宋超,洪素丽,等. 丹参酮ⅡA对高糖培养的血管平滑肌细胞
增殖的影响及机制丹参酮ⅡA对高糖培养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增
殖的影响及机制[J]. 河北医药,2019,41(5):735-7.
邱立强,夏豪,江洪,等. p300/CBP相关因子对大鼠血管平滑肌
细胞迁移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2020,
22(1):75-8.
梁冬冬,刘少奎,高新宇,等. 白藜芦醇抑制血管紧张素Ⅱ/TLR4/

[15]

[16]

肽对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的保护作用. 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
2018,37(6):358-62.
王红雷,韩延辉,贾静静,等. 利拉鲁肽降低心肌微循环内皮细胞
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研究.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2017,
19(8):858-66.
吉家钗,陈娟,符策岗. 利拉鲁肽通过促进自噬减轻去氧肾上
腺素诱导的原代大鼠心肌肥厚. 心血管病学进展,2019,40(7):
1067-72.
王庆元,吴向军,张晓燕,等.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局部移植对兔腹
主动脉成形术后再狭窄和平滑肌细胞增殖的影响. 中国老年学
杂志,2017,37(4):814-6.
黄水传,许托,黄显莹,等. 微小RNA-22调控人动脉平滑肌细胞增
殖、迁移和凋亡功能及其机制. 中华实验外科杂志,2018,35(6):
1034-6.
谭涛,张矛,李追,等. 高压氧治疗对早期兔动静脉瘘模型中静
脉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迁移的影响.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
2019,(4):652-9.
向水,黄进启,察彦力,等. 鸢尾素抑制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B诱
导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炎性反应的研究. 中华实验外科杂
志,2018,35(11):2115-8.
马懿,吴赛珠,阮云军,等. 吴茱萸次碱通过SIRT1通路干预氧化
应激诱导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的作用.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

NF-KB调控鼠血管平滑肌细胞炎症和氧化应激损伤作用. 中国
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19,11(12):1461-3.
高洁,朱鹏立,余惠珍. 组织激肽释放酶与心血管重构. 中华高血
压杂志,2016,24(5):419-22.
张盈盈,金建军. 利拉鲁肽对2型糖尿病合并非酒精性脂肪肝疗
效的荟萃分析. 医学综述,2020,26(2):395-402.
符畅,梁日英,徐芬,等. 利拉鲁肽对高脂饮食诱导的糖尿病小
鼠肾损伤的影响及机制初步探讨. 中华医学杂志,2019,99(20):
1576-81.
吴爱芹,徐铁岩. 利拉鲁肽治疗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效果.
中国当代医药,2019,26(36):117-9.
林园,冯利. 利拉鲁肽联合二甲双胍对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Hcy、CysC、hs-CRP水平及糖脂代谢的影响.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20,40(3):502-4.
万欢,李玲,任汉强,等. 从Toll样受体4和钠钾ATP酶探究利拉鲁

38(8):1906-8.
[17] 王琛,盂哲,马艳秋,等. 姜黄素对血管紧张素Ⅱ诱导血管平滑
肌细胞增殖及氧化应激的影响.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6,37(3):441-6.
[18] 郑茜,张勇,杨东伟. MiR-126通过MAPK信号通路抑制oxLDL处
理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迁移. 中国免疫学杂志,2018,34(2):
192-8.
[19] 龚志翔,万强,徐驲,等. 大蒜素对PM2.5诱导血管平滑肌细胞增
殖的抑制作用及机制研究.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38(3):
345-9.
[20] Lee KP,Lee K,Park WH,et al. Piperine inhibits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BB-induced proliferation and migration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J Med Food,2015,18(2):208-15.
[21] 郭洁,张玉,孙耀东,等. 利拉鲁肽联合二甲双胍对糖尿病合并冠
心病患者血清趋化素及胰岛素抵抗的影响[J]. 中国循证心血管
医学杂志,2019,11(2):212-4.
本文编辑：田洪榛

（上接1217页）
[14] Lopez Saubidet I,Maskin L.P. ,Rodríguez P.O. ,et al.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J]. Med Intensiva,2016,
40(6):356-63.
[15] Wiesen J,Ornstein M,Tonelli AR,et al. State of the evidenc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ith PEEP in patients with cardiogenic
shock[J]. Heart,2013,99(24):1812-7.
[16] Kouraki K,Schneider S,Uebis R,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cal
outcome of 458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requir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J]. Clin Res Cardiol,2011,100(3):235-9.
[17] Pesaro AE,Katz M,Katz JN,et al.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Clinical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J]. PLoS One. 2016 Mar 15,11(3):e0151302.

[18] Holger Thiele,E.Magnus Ohman,Steffen Desch,et al. Management of
cardiogenic shock[J]. European Heart Journal.2015,36:1223-30.
[19] Sorin J.Brener,Bruce R.Brodie,Alejandra Guerchicoff,et al. Impact of
Pre-Procedural Cardiopulmonary Instabilit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Undergoing 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2014:962-7.
[20] Acute heart failure and cardiogenic shock:a 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al
guidance[J]. Mebazaa A,Tolppanen H,Mueller C,et al. Intensive Care
med.2016,42:147-63.
[21] Weir RA,McMurry JJ,Velazquez EJ. Epidemiology of heart failure
and 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dysfunction afte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J]. Curr Heart Fail Rep. 2006,3(4):175-80.
本文编辑：田洪榛

[3]

[4]
[5]
[6]

[7]
[8]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