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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芎葡萄糖注射液通过激活PI3K-Akt-eNOS信号通路
对冠心病大鼠Caspase-12、ICAM-1表达的影响
周巍1，马晓峰1，邓勇1，王红1，钟仑2
【摘要】目的 探究参芎葡萄糖注射液（SGI）通过激活PI3K-Akt-eNOS信号通路对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大鼠Caspase-12、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表达的影响。方法 雄性
Sprague-Dawley大鼠45只，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和SGI组3组，每组各15只。模型组和SGI组均使用
高脂饮食建立冠心病大鼠模型，模型稳定后SGI组静脉注射SGI（20 mg/kg 1/d），另2组注射生理盐水
进行对照。观察各组大鼠心肌细胞组织结构，检测并比较3组大鼠的心电图、心肌细胞凋亡水平。使
用Western blot和（或）RT-PCR检测Caspase-12、ICAM-1、PI3K-Akt-eNOS蛋白和（或）mRNA的水
平。结果 模型组大鼠心肌细胞核仁异常，细胞出现水肿和淋巴细胞浸润，心肌纤维排列紊乱、间隔
增宽；SGI组的心肌细胞核仁清晰，细胞水肿情况不明显，纤维排列紧密。模型组的J点位移幅度、心
肌细胞的凋亡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SGI组的J点位移幅度和心肌细胞的凋亡率显著低于模型
组（P＜0.05）。模型组心肌细胞的Caspase-12、ICAM-1蛋白和mRNA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SGI组的Caspase-12、ICAM-1显著低于模型组（P＜0.05）。模型组大鼠心肌组织中PI3K蛋
白、p-Akt/Akt和p-eNOS/eNOS水平显著降低（P＜0.05），SGI组PI3K蛋白、p-Akt/Akt和p-eNOS/eNOS
显著高于模型组（P＜0.05）。结论 SGI具有保护心肌细胞、抑制CHD引起的心肌细胞凋亡的作用，同
时SGI可有效降低Caspase-12、ICAM-1的水平治疗CHD，可能是与SGI中的活性物质具有上调PI3K-AkteNOS通路的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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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Shenxiong Glucose Injection (SGI) on expressions of

Caspase-12 and 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ICAM-1) through activating PI3K-Akt-eNOS signaling
pathway in ra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Methods Male SD rats (n=45)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and SGI group (each n=15). CHD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high-fat diet in model
group and SGI group. After model was stabilized, SGI group was given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SGI (20 mg/kg
1/d) and other 2 groups were given injection of normal saline. The cardiomyocyte structure was observed, and
electrocardiogram (ECG) and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level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in 3 groups. The protein
and/or mRNA levels of Caspase-12, ICAM-1 and PI3K-Akt-eNOS were detected by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ssay and/or RT-PCR. Results In model group, cardiomyocyte nucleolus was abnormal, and showed edema
and lymphocyte infiltration, myocardial fibers were arranged disorderly and interval was widened. In SGI group,
cardiomyocyte had clear nucleoli, edema was not obvious and fibers were closely arranged. The displacement
amplitude of J-point and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odel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an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SGI group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P<0.05). The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s of Caspase-12 and ICAM-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odel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an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SGI group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P<0.05). The levels of PI3K, p-Akt/
Akt and p-eNOS/eNO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odel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an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GI group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P<0.05). Conclusion SGI has an effect of protecting
cardiomyocytes and inhibiting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induced by CHD. At the same time, SGI can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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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 the levels of Caspase-12 and ICAM-1,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at the active substances in SGI can upregulate PI3K-Akt-eNOS pathway.
[Key words] Coronary heart disease; Shenxiong Glucose Injection; Caspase-12; 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Rats

近年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
病，CHD）发病呈明显上升趋势 [1]。参芎葡萄糖
注射液（SGI）为复方制剂，具有治疗闭塞性脑
血管疾病的作用，副作用较少，目前关于其治疗
机理的研究有限 [2]。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
水解酶（caspase）是一类富含半胱氨酸的蛋白
酶，其中Caspase-12是其参与细胞凋亡的主要蛋
白，在CHD患者中水平显著升高 [3]。细胞间黏附
分子-1（ICAM-1）参与血管内皮的损伤过程[4]。
PI3K-Akt-eNOS信号通路的抑制是引起心肌细胞
大量凋亡损伤的机制，既往研究认为丹参具有激
活PI3K-Akt通路抑制凋亡的作用[5]。本文主要探
究SGI对CHD大鼠Caspase-12、ICAM-1及PI3KAkt通路的影响，探其治疗机制，为临床更好的
应用SGI治疗CHD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建模 雄性Sprague-Dawley级大鼠45
只（Laboratory Animal Center，中国），体重
180~210 g，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和SGI组
3组，每组各15只。模型组和SGI组均使用高脂
饮食方法建模 [6] ，大鼠使用高脂饲料（白砂糖
20%，猪油20%，胆固醇1%，酪蛋白20%，其
他为基础饲料）喂养4周。CHD大鼠模型判断标
准：使用心电图检查，当Ⅱ导联心电图，测定J
点位移＞0.1 mV时认为CHD建模成功。SGI组静
脉注射SGI（贵州景峰注射剂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H52020703），剂量20 mg/kg 1/d， 连续注射
7 d，另2组注射生理盐水进行对照。本研究中包
括糖尿病诱导和牺牲手术在内的所有方案均已
获得机构动物护理和使用委员会及中国动物保
护协会的批准。
1.2 观察指标及方法
1.2.1 J点位移幅度 干预后使用生理记录仪（型号
SLY-808，广州深华）记录各组大鼠心电图J点位
移幅度：大鼠麻醉后固定于试验台，将检测点置
于四肢皮下，记录Ⅱ导联心电图中J点的位移。
1.2.2 苏木精-伊红（HE）染色 将大鼠处死后
取出心肌组织，立即在福尔马林液中室温固定
24 h。胰岛组织用酒精脱水并包埋于石蜡中。将
样品切成5 μm厚的薄片置于APES涂覆的载玻片
上。使用二甲苯将切片脱石蜡并水合并用HE试
剂染色，将苏木精在室温下温育5 min。洗涤后，
将曙红在室温下温育1~3 min，用梯度乙醇洗涤

后，中性凝胶密封。
1.2.3 心肌细胞凋亡情况 大鼠处死后收集心肌组
织细胞，使用流式细胞术用于检测细胞凋亡。
凋亡试剂盒购自BD Pharmingen（USA），按照
说明书分别加入PE及7-AAD，应用流式细胞仪
（Becton Dickerson，SanJose，CA，USA）计算细
胞凋亡率。
1.2.4 Western Blot 使用Western Blot检测大鼠干
预后的心肌组织中Caspase-12、ICAM-1、肿瘤坏
死因子α（TNF-α）和白细胞介素-6（IL-6）
及PI3K-Akt-eNOS通路蛋白的表达水平。在液
氮的保护下裂解细胞，在12 000 rpm，4℃下离
心15 min收集上清液，使用BCA方法绘制标准
曲线以确定蛋白质浓度。使用10%的SDS-PAGE
凝胶并用于电泳，电泳后使用PVDF膜进行转膜
（Bio-Rad，USA）并在室温下用5%无脂牛奶封
闭2 h。加入一抗室温震荡2 h后，4℃孵育过夜，
加入二抗，室温下孵育1.5~2 h，使用ECL试剂
（Huiying，Shanghai，China）进行化学发光检
测。使用GAPDH作为内参，相关试剂均购于美
国Abcam公司。
1.2.5 RT-PCR RT-PCR用于检测组织中
Caspase-12、ICAM-1、TNF-α和IL-6的表达水
平。将组织在液氮保护下研磨并裂解，用Trizol
法提取组织总RNA并溶解于DEPC水（Sigma）
中。使用逆转录试剂盒（TaKaRa，Japan）对
RNA样品进行逆转录测定以合成cDNA。逆转录
反应条件为37℃，反应15 min，逆转录酶失活条
件为85℃，反应15 s。用SYBR Prellix Ex TaqTM实
时PCR试剂盒（TaKaRa，Japan）进行RT-qPCR
实验。通过在95℃下激活DNA聚合酶5 min进行
PCR，进行40个循环的两步PCR（95℃ 10 s和
60℃ 30 s），最终延伸75℃ 10 min，保持在4℃。
所有引物均获自Genewiz（中国江苏苏州）公
司，使用2-ΔΔCT法分析mRNA表达。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9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平均值±标准偏差（ x ±s）表示。三
组样本单因素对比采取方差分析（ANOVA）评
估组间差异。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大鼠心肌组织HE染色结果 将三组大鼠
心肌组织切片进行HE染色，在显微镜下观察。结
果显示，对照组心肌细胞形态正常，心肌细胞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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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整齐紧密；模型组大鼠心肌细胞核仁出现变性
或成簇状排列，心肌纤维排列紊乱、间隔增宽，
间质淋巴细胞浸润；SGI组心肌细胞核仁清晰，
细胞水肿情况不明显，纤维排列紧密（图1）。
2.2 三组大鼠J点位移情况和心肌细胞凋亡率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的J点位移幅度和心肌细
胞的凋亡率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模型组比较，SGI组的J点位移幅度
和心肌细胞的凋亡率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表1。

图1 三组大鼠心肌HE染色情况（A：对照组；B模型组；C：SGI组）
表1 三组大鼠J点位移情况和心肌细胞凋亡率比较（ x ±s）
组别
对照组（n=15）
模型组（n=15）
SGI组（n=15）

J点位移幅度（mV）
0.07±0.01
0.24±0.02a
0.13±0.02ab

凋亡率（%）
1.56±0.31
20.22±2.87a
9.54±1.06ab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

2.3 三组心肌组织Caspase-12、ICAM-1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心肌细胞的Caspase-12、
ICAM-1的蛋白和mRNA表达水平均明显增高，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比
较，SGI组的心肌细胞Caspase-12、ICAM-1的蛋
白和mRNA表达水平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表2和图2。

2.4 三组大鼠PI3K-Akt-eNOS通路比较 与对照
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心肌组织中PI3K蛋白、pAkt/Akt和p-eNOS/eNOS水平均显著降低，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比较，
SGI组大鼠心肌组织中PI3K蛋白、p- Akt/Akt和
p-eNOS/eNOS表达水平均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表3和图3 。
3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生活水平提高，
CHD发病率也逐年升高。冠心病发展至后期会出
现心力衰竭、心肌梗死等疾病，严重威胁人们生
命健康。抗血小板药物和调脂药物是治疗冠心病
的主要方法，由于冠心病病程较长，需长期服用
药物，中药因其具有较好的疗效和较低的不良反
应引起了更多学者的重视[7]。
SGI主要成分包括川芎和丹参，主要有效活
性物质为盐酸川芎嗪及丹参素，具有调节氧化应
激、消炎等作用，在治疗心血管疾病中有着广泛
应用[8]。本研究结果显示建模后J点位移幅度显著
升高并高于0.1 mV，同时模型组的心肌纤维细胞
排列整齐紧密；模型组大鼠心肌细胞核仁出现缩
变性或成簇状排列，出现细胞水肿和淋巴细胞浸
润，心肌纤维排列紊乱、间隔增宽，说明心肌细
胞受损，提示大鼠CHD模型建立成功。而SGI组
的心肌细胞核仁清晰，细胞水肿情况不明显，纤
维排列紧密，J点位移幅度显著降低，证明静脉
注射SGI具有治疗CHD保护心肌细胞的作用。过
往研究结果显示SGI在治疗CHD不稳定型心绞痛
中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可缓解心肌组织纤维

表2 三组心肌组织Caspase-12、ICAM-1比较（ x ±s）
组别
对照组
模型组
SGI组

Caspase-12蛋白
0.71±0.07
2.24±0.28a
1.37±0.21ab

Caspase-12 mRNA
0.54±0.05
2.05±0.24a
1.21±0.18ab

ICAM-1蛋白
0.49±0.05
2.56±0.33a
1.43±0.25ab

ICAM-1 mRNA
0.43±0.06
2.33±0.31a
1.32±0.23ab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

图2 三组大鼠心肌组织Caspase-12、ICAM-1蛋白和mRNA的表达水
平比较（A：蛋白电泳图；B：mRNA电泳图）
表3 三组大鼠PI3K-Akt-eNOS通路比较（ x ±s）
组别
对照组
模型组
SGI组

PI3K
1.94±0.32
0.87±0.21
1.40±0.27

p- Akt/Akt
1.87±0.26
0.79±0.14a
1.43±0.23ab

p-eNOS/eNOS
2.21±0.36
0.89±0.18a
1.65±0.32ab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

图3 三组大鼠PI3K-Akt-eNOS通路蛋白表达比较

化、改善心脏功能[9]，同时显示SGI具有较高的安
全性 [10]，说明SGI具有治疗CHD和保护心肌细胞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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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pase-12隶属于Caspase蛋白家族，
Caspase-12的激活可通过激活下游的Caspase-3等
凋亡执行因子诱导心肌细胞凋亡，过往有研究显
示丹参具有下调Caspase-12水平而发挥抗凋亡的
作用 [11,12]。ICAM-1具有黏附单核细胞等炎性细
胞与内皮细胞的作用，从而释放炎症因子引起
动脉粥样硬化。ICAM-1是炎性细胞向粥样斑块
游走和浸润的必要条件，过往研究显示ICAM-1
与CHD的发生相关 [13] 。本研究结果显示模型组
心肌细胞的Caspase-12、ICAM-1蛋白和mRNA的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SGI组的心肌细胞的
Caspase-12、ICAM-1蛋白和mRNA的表达水平显
著低于模型组，且模型组的心肌细胞的凋亡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SGI组的心肌细胞的凋亡率显
著低于模型组，提示SGI可显著抑制心肌细胞中
Caspase-12、ICAM-1的水平，并抑制细胞凋亡，
治疗CHD。
为进一步探究SGI治疗CHD的机理，我们检
测了炎症因子和PI3K-Akt-eNOS信号通路的影
响。过往研究显示PI3K-Akt-eNOS通路在CHD中
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PI3K-Akt通路
的抑制会通过上调Caspase-12、Caspase-3等凋亡
蛋白诱导细胞凋亡；另一方面，PI3K-Akt-eNOS
通路的抑制影响NO的释放，加剧心脏动脉的缩
血管效应，加重冠脉粥样斑块形成加剧心肌缺
血，此外，PI3K-Akt-eNOS通过炎性通路影响动
脉粥样硬化的形成[14,15]。本研究结果显示模型组
大鼠心肌组织中PI3K蛋白、p-Akt/Akt和p-eNOS/
eNOS水平显著降低，SGI组PI3K蛋白、p-Akt/Akt
和p-eNOS/eNOS显著高于模型组。过往研究显
示，丹参饮提取物A通过上调PI3K-Akt信号通路
水平起到抗心肌缺血的作用[16]。刘杨等[17]研究显
示丹参具有激活PI3K-Akt-mTOR信号通路的作
用。杨洋等 [18]研究结果显示SGI具有保护细胞免
受氧化应激损伤的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SGI可
能通过上调PI3K-Akt-mTOR信号通路的活化水平
发挥抑制心肌细胞凋亡的作用，从而治疗CHD。
综上所述，SGI具有保护心肌细胞、抑制
CHD引起的心肌细胞凋亡的作用，同时SGI可有
效降低Caspase-12、ICAM-1的水平治疗CHD，
可能是由于SGI中的活性物质具有上调PI3K-AkteNOS通路的作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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