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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NK 信号转导通路在 AngⅡ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
衰老中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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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nⅡ，AngⅡ）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HUVECs）衰老的影响，以及 c-Jun 氨基末端激酶（c-Jun-NH2-terminalkinase，JNK）、核转录因子-κB
（nuclear factor-κB，NF-κB）表达的变化。方法：制备 RPMI1640 培养液（含 10-6 mol/L AngⅡ）培养 HUVECs，
通过 β-半乳糖苷酶（β-galactosidase，β-gal）染色、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衰老；Western-blotting 测定 JNK，磷
酸化 JNK（p-JNK）
，NF-κB 的蛋白水平。结果：AngⅡ诱导组 β-gal 阳性细胞数与对照组相比增长了（81.09±6.72）%；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停滞于 G0-G1 期；与对照组相比，AngⅡ诱导 16，32，48 h，p-JNK 蛋白表达水平显
著增高（P<0.05），p-JNK 水平于 32 h 达到最高峰（P<0.01）；p-JNK 表达呈持续增加时，NF-κB 呈显著上升
趋势。结论：AngⅡ诱导内皮细胞的衰老可能与 JNK/NF-κB 信号转导通路有关。
关键词：心血管病学；血管紧张素Ⅱ；内皮细胞；血管衰老；c-Jun 氨基末端激酶；核转录因子-κB
中图分类号：R33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50(2015)05-0443-06

Effect of JNK signaling transduction pathway in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senescence induced by Ang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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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ngiotensinⅡ(AngⅡ) on senescence of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 and the expression change of c-Jun-NH2-terminalkinase (JNK) and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Methods: HUVECs were cultured in RPMI1640 medium including AngⅡ
(10-6 mol/L). β-galactosidase (β-gal) staining and flow cytometry were used to identify cell aging status.
By means of Western-blotting, the expression of JNK, p-JNK and NF-κB was observed. Results: The
number of positive cells which were identified by β-gal stain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ngⅡ-induced cells (81.09±6.72)%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cells. Flow cytometry showed that the cell
cycle was at G0-G1 stage.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p-JNK, NF-κB protein expression increased
markedly (P<0.05) induced by AngⅡ for 16, 32, 48 h,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JNK reached the
peak at 32 h (P<0.01). Furthermore, when the expression of p-JNK increased, the NF-κB expression als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There is a probability that activated JNK/NF-κB signaling
transduction pathway i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endothelial cell senescence induced by Ang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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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 世纪，全球进入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中国老龄化的进程更快，老龄化及其带来的老龄人口健

康问题正日益成为当前医学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正确认识衰老发生发展的进程从而揭示其分子机
制，成为当前医学工作者关注的热点之一。老年人群具有心脑血管病发病率高的特点，存在明显血管衰
老的特征[1]。血管衰老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血管内皮细胞衰老是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始动环节，
是内皮功能失调的病理生理机制之一[1~2]，故从分子水平深入研究和探讨血管内皮细胞衰老机理显得尤其
重要。实验利用 AngⅡ诱导 HUVECs 衰老，研究 AngⅡ作用下 HUVECs 的 JNK，p-JNK 以及 NF-κB 蛋
白表达水平的改变，探寻 JNK/NF-κB 信号转导通路在血管内皮细胞衰老中的作用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主要仪器与试剂

1.1

RPMI1640 培养基、胰蛋白酶﹑HEPES、L-谷氨酰胺（Gibco 公司，美国）；HUVECs（ATCC 公司，
美国）；AngⅡ，兔抗人 JNK，p-JNK 单克隆抗体非免疫血清，兔抗人 NF-κB，IκBα 单克隆抗体非免疫血
清（Santa Cruz 公司，美国）；β-gal 染色试剂盒（Sigma 公司，美国）；流式细胞仪 FACScan（BD 公司，
美国）；Biophotometer 分光光度仪（Eppendort 公司，德国）。

方法

1.2
1.2.1

HUVECs 培养与实验分组

将 HUVECs 贴壁生长于含 10%胎牛血清的 RPMI1640 培养基中，置于 5% CO2，37℃培养箱中培养，
2~3 d 换液以维持良好生长状态。用 0.25%胰蛋白酶进行消化﹑传代。待细胞长至亚融合时无血清培养
12 h，使细胞达到同步化。加入 AngⅡ（终浓度为 10−6 mol/L），持续刺激 48 h，第 12，24 小时各补充
AngⅡ 1 次，即为 AngⅡ诱导的 HUVECs 衰老模型。对照组为不含 AngⅡ的上述培养液培养 48 h；AngⅡ
组为 AngⅡ诱导的 HUVECs 衰老模型组。

1.2.2

衰老细胞鉴定

β-gal 为一种可鉴定衰老细胞的生物学标志物，按照 β-gal 染色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及相关试剂配
置：用 PBS（pH=7.2）清洗各组细胞，加入适量细胞固定工作液，用 PBS 清洗细胞 3 次，加入适量细胞
固定工作液，在 37℃孵育 16 h，普通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待出现细胞蓝染时，去除染色液，加入 PBS
后观察计数。每组标本随机选取视野，观察 1 000 个细胞，细胞质蓝染为衰老细胞，计算衰老细胞占观
察细胞总数的百分比。

1.2.3

细胞周期变化

每组细胞以 0.25%胰蛋白酶消化，收集细胞，用预冷的 PBS 缓冲液洗涤 2 次，调整细胞数至
1×10 6 个/mL，逐滴加入预冷的 70%乙醇固定，1 000 r/min 离心，PBS 缓冲液洗 2 次后悬浮于 0.5 mL PBS
中，缓慢加入 5.0 mL 冷乙醇，4℃固定过夜。次日，1 000 r/min 离心，PBS 缓冲液洗涤，加入 0.5 mL 终
浓度 50 mg/L 的碘化丙啶（propidium iodide，PI），4℃避光反应 30 min. 流式细胞仪分析检测；数据用
BD 公司提供的 Moldifit2.0 分析。

1.2.4

Western-blotting 检测 JNK 与 p-JNK 蛋白水平

收集细胞，应用 BCA 试剂盒按说明书操作进行蛋白定量，每个样品上样量为 20 µL，蛋白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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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S-PAGE 凝胶电泳分离后至聚偏二氟乙烯膜（polyvinylidene fluoride，PVDF），5%脱脂奶粉的 TBST
室温下缓慢摇动封闭 60 min，加入一抗（兔抗人 JNK，p-JNK，体积比 1:100）在 4℃摇床孵育过夜， TBST
洗涤后，与二抗（体积比 1:1 000）室温摇床孵育 0.5 h，常规洗膜化学发光试剂显色，AlphaImager 图像
处理系统扫描测定感光区带平均积分吸光度。

1.2.5

Western-Blotting 检测 NF-κB 蛋白水平

收集细胞，考马斯亮兰法测定蛋白样品浓度，每个样品上样量为 20 µL，常规蛋白电泳分离胶浓度
为 12%（pH=8.8），浓缩胶浓度 4%（pH=6.8），抽提纯化的蛋白行 SDS-PAGE 电泳后转移至 PVDF 膜，
5%脱脂奶粉的 TBST 4℃封闭过夜，加入一抗（兔抗人 NF-κB 抗体，体积比 1:100）室温摇床孵育 3 h，
TBST 洗涤后，与二抗室温摇床孵育 0.5 h，常规洗膜化学发光试剂显色。AlphaImager 图像处理系统进行
定量分析。

1.2.6

统计学处理

计量结果均以 X ± S 表示，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 ANOVA
（方差分析），P＜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2
2.1

结果与分析
细胞的形态学改变
用相差显微镜动态观察细胞形态变化，如图 1 所示：对照组 HUVECs 生长良好，呈长梭形或不规则

形；AngⅡ诱导组 HUVECs 排列不规则，体积较大、形态扁平，胞浆区域增大，细胞浆/细胞核的比例增
加，胞浆中可见较多颗粒或空泡。

a

图1
Fig 1

b

AngⅡ诱导 HUVECs 形态学改变（×400）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duced by AngⅡ (×400)
a—对照组；b—AngⅡ诱导组
a-Control group; b-AngⅡ induced group

2.2

衰老相关的 β-gal 染色
β-gal 是一种鉴别细胞衰老的生物学标志，在 pH=6.0 条件下，随细胞老化，胞内产生的蓝色沉淀物

也越多。β-gal 染色结果显示：对照组细胞几乎不表达 β-gal；随 AngⅡ诱导 HUVECs 时间的延长，β-gal
阳性细胞数明显增加，AngⅡ诱导组 β-gal 阳性细胞数明显增加，80%以上细胞染色阳性，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明 AngⅡ诱导可导致 HUVECs 的衰老，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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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 HUVECs 的衰老指标比较（ X ± S , n = 6）

Comparison of senescence markers of HUVECs in each group ( X ± S , n = 6)

组别

G0-G1 期/%

G2-M 期/%

对照组

54.10±5.84

16.41±1.70

31.02±3.10

AngⅡ诱导 16 h

69.22±5.18*

10.92±2.32**

22.10±3.08**

58.40±4.51*

AngⅡ诱导 32 h

81.35±6.54**

8.70±1.52**

11.62±0.45**

72.15±5.26**

AngⅡ诱导 48 h

90.78±6.72

*

2.14±0.36

S 期/%

**

6.56±3.08

β-gal 染色率/%
0.19±0.03

*

81.09±6.72**

注：与对照组相比，*表示 P<0.05，**表示 P<0.01

2.3

细胞周期分析
细胞增殖能力下降是衰老的另一个生物学标志，而细胞周期变化可反映细胞的增殖能力。流式细胞

仪分析显示对照组 HUVECs 的各期比例正常；随着
AngⅡ诱导 HUVECs 时间的延长，HUVECs 停滞于
G0-G1 期比例增加，G2-M 期比例下降；AngⅡ诱导组
大部分 HUVECs 停滞于 G0-G1 期，S 期及 G2-M 期趋
于消失（如表 1、图 2 所示）。

2.4

AngⅡ作用时间对 JNK，p-JNK 蛋白质表达

的影响
Western-blotting 显示，AngⅡ作用 HUVECs 随着
时间的延长，其磷酸化水平逐渐增加，16 h 时，p-JNK
表达为对照组的 1.65 倍（P<0.05），32 h 时，p-JNK
蛋白质水平达到高峰，为对照组的 4.20 倍（P<0.01）；

图2

AngⅡ诱导 HUVECs 细胞周期时间效应关系分析

Fig. 2

之后逐渐下降，48 h 为对照组的 3.10 倍（P<0.01），

Analysis of time-effect relation in cell cycle of
HUVECs induced by AngⅡ

而 JNK 蛋白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变化，如图 3 所示。

图3

AngⅡ诱导时间对 HUVECs JNK 蛋白表达的影响

Fig.3

Time effect of AngⅡ on JNK expression in HUVECs
a—Western-blotting 分析；b—定量分析

a-Western-blotting analysis; b-Quantitative analysis

2.5

AngⅡ作用时间对 NF-κB 蛋白表达的影响
Western-blotting 显示，AngⅡ作用 HUVECs 随着时间的延长，NF-κB 水平逐渐增加，16 h 时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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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 1.46 倍（P<0.05），32h 时，NF-κB 蛋白质水平达到高峰，为对照组的 3.64 倍（P<0.01）；之后逐渐
下降，48 h 为对照组的 2.60 倍（P<0.01），如图 4 所示。

图4

AngⅡ诱导时间对 HUVECs NF-κB 蛋白表达的影响

Fig.4

Time effect of AngⅡ on NF-κB expression in HUVECs
a—Western-blotting 分析；b—定量分析
a-Western-blotting analysis; b-Quantitative analysis

3

讨论与结论
衰老是生命运动的自然过程，存在于任何生命体的任何时期，是多细胞生物这个复杂系统中最为复

杂的生物过程之一，不同的情况下衰老速率与程度有所区别。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衰老是动脉粥样硬化
（atherosclerosis, As）性心血管疾病重要的危险因素[1]，在 As 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是 As 形成过程中
的启始步骤，但具体的分子机制仍不清楚。许多研究认为，衰老的过程是通过信号转导途径实现，并且
不只一种途径[2~3]。研究利用既往已建立的血管内皮细胞衰老模型[4]，探讨 JNK/NF-κB 信号转导通路调
控血管内皮细胞衰老的机制，从深层次揭示血管内皮细胞衰老的分子作用机制，为延缓内皮细胞衰老以
及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开辟新途径。
细胞周期是细胞生命活动中的基本过程，细胞衰老是细胞周期调控下多基因参与的复杂生理病理过
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当培养细胞到其寿命末期时，由于端粒长度不可避免地缩短，复制性衰老会自
然而然发生。细胞衰老最显著的特征是细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维持代谢活性，但因阻滞于 G1 期，失去
了对有丝分裂原的反应和合成 DNA 的能力，不能进入 S 期。在衰老内皮细胞中，细胞周期蛋白、周期
蛋白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CDK）等均发生量与活性的变化[4~5]。研究观察 AngⅡ可促进血管内
皮细胞衰老的改变，抑制细胞进入增殖周期发生增殖，与对照组比较，给予 AngⅡ处理后内皮细胞 β-gal
染色阳性率增高，G0-G1 期细胞的比例明显上升，而处于 S 期的细胞比例下降，细胞存活率降低，表明
AngⅡ抑制内皮细胞增殖，促进内皮细胞衰老。相差显微镜及流式细胞术亦显示衰老细胞较正常对照组
细胞明显增多，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4]。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JNK 信号转导通路可能是调控衰老的一条重要信号途径[6~7]。众所周知，有丝分
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在调节血管内皮细胞衰老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JNK 属于 MAPK 家族成员，是细胞浆中 G 蛋白耦联和受体激活的信号转换器，其可使转录子和效
应蛋白磷酸化，从而调节细胞的生长、分化、衰老与死亡[8]。JNK 通过磷酸化 c-Jun 和 ATF-2 激活转录
因子 AP-1，进一步促进细胞衰老，而 JNK 激活是其发挥促细胞生存功能的重要前提[9]。NF-κB 是一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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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激活因子，在正常状态下，NF-κB 在胞质中与其抑制因子 I-κB 结合在一起，失去转录活性。JNK 能通
过磷酸化激活 IKK（I-κB 的激酶），导致 I-κB 磷酸化与降解，并与 NF-κB 分离，被释放后的 NF-kB 转位
到细胞核内并诱导目的基因表达[9~10]。AngⅡ等可诱导 NF-κB 激活，NF-κB 激活参与多种生物学过程，
在细胞生长、分化、凋亡、衰老等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0~11]。 研究发现，随着 AngⅡ作用时间
的延长，AngⅡ能显著增加 HUVECs p-JNK 表达，提示 AngⅡ可以激活 HUVECs JNK 通路，但 JNK 信
号途径通过哪些蛋白发挥衰老作用知之甚少。研究发现，NF-κB 与 p-JNK 平行增多，并且 NF-κB 蛋白与
p-JNK 表达呈正相关，考虑 JNK 与 NF-κB 之间可能存在相互调节关系，推测 AngⅡ诱导 HUVECs 早、
中期（16，32 h），显著激活 JNK 信号转导通路，致使 p-JNK 表达逐步递增至高峰（32 h）；随着时间进
一步增加，p-JNK 水平逐渐降低，表明持续的 AngⅡ对已发生表型改变 HUVECs 中 JNK 信号通路的激活
作用开始减弱，当 AngⅡ作用 48 h 时，JNK 表达已降至最低水平，提示 JNK 信号途径参与全过程。此
外，研究显示 p-JNK 表达呈持续增加时，NF-κB 呈显著上升趋势，NF-κB 蛋白质的表达呈动态变化，表
明 JNK 信号途径可能通过调控 NF-κB 途径参与 HUVECs 衰老，这为 As 可能提供新的干预靶点。
尽管实验发现 JNK 可作为 NF-κB 上游信号，参与调节 NF-κB 作用，但是 p-JNK 是如何调节 NF-κB
还不清楚，其具体作用环节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至于 AngⅡ是否能通过干扰 AngⅡ代谢来降低机体内
AngⅡ浓度或给予 JNK 抑制剂来防治 As，尚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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