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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麻素对冠心病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
及PKCα/NF-κB信号途径的作用研究
周鹃1，冯晶2，汪伟3，余超4，张帆3，秦伟伟5
【摘要】目的 分析芝麻素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大鼠心肌细胞凋亡及PKCα/
NF-κB信号途径的影响。方法 选取30只SPF级雄性SD大鼠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和观察组，每组各10
只。模型组和观察组大鼠予以高脂饲料连续饲养16周，对照组给予基础饲料喂养。观察组造模完成后
芝麻素灌胃治疗1/d，对照组和模型组使用等体积生理盐水进行干预。干预结束后禁食12 h检测三酰
甘油（TG）、总胆固醇（TC）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以乙酰胆碱（ACH）和酸化
亚硝酸钠刺激大鼠主动脉并记录血管张力变化。使用TUNEL法检测心肌细胞凋亡情况。采用Westernblot法检测心肌组织中Caspase-3。结果 观察组大鼠血中TC水平明显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大鼠经ACH刺激后血管最大舒张程度明显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心肌细胞凋亡率明显低于模型组，Caspase-3和Caspase-12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模型
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心肌细胞p-PKCα、p-IκBα和NF-κB p65蛋白表达水
平明显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芝麻素通过调控PKCα/NF-κB信号途径有
效抑制冠心病大鼠的心肌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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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sesamin on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and PKCα/NF-κB

signaling pathway in ra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Methods Male SD rats (SPF grade, n=30)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each n=10). The mode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raised with high-fat diet and control group was raised with basic diet for 16 weeks. After model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intragastrically given sesamin once a day, and control group and model group was given isometric normal
saline for 6 weeks. After intervention finished and fasting for 12 h, the levels of TG, TC and HDL-C were detected.
The changes of angiotasis were recorded through stimulating rat aorta with acetylcholine (ACH) and acidic nitrite.
The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using TUNEL method, and level of myocardial Caspase-3 was
detected by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ssay. Results The level of TC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at in model group (P<0.05). The maximum vasodilatation degree after ACH stimula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at in model group (P<0.05). The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of Caspase-3 and Caspase-12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P<0.05).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cardiomyocyte p-PKCα, p-IκBα and NF-κB p65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P<0.05). Conclusion Sesamin can effectively
inhibit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through contolling PKCα/NF-κB signaling pathway in CHD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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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近
年来的发病率逐渐升高，且呈现年轻化倾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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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心肌缺血导致心脏供氧减少是其直
接表现，无法有效支持心脏正常工作，部分患
者甚至出现心肌细胞凋亡 [2]。脂代谢异常、血管
内皮功能损伤可能导致冠心病的发生以及严重
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甚至引起死亡 [3]。激活蛋白
激酶C（PKC）被激活后可有效刺激核转录因子
κB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水平异常升高，导致
TNF-α、组胺、IL-6等炎症介质的大量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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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冠心病的进展 [4]。芝麻素是芝麻的重要组成
成分，具有改善血管肥厚、心肌，降低胆固醇
（TC）、三酰甘油（TG），抗氧化，减少中风
发生等 [5]。此外动物研究结果显示，单纯高脂饮
食可导致大鼠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使用芝麻素干
预后则可有效改善大鼠动脉粥样硬化程度 [6]。但
芝麻素对冠心病疗效和作用机制尚无相关报道，
笔者拟构建冠心病大鼠模型，分析芝麻素对冠心
病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及PKCα/NF-κB信
号途径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 本研究选用30只SPF级雄性
SD大鼠，体重140~180 g，购买自南京青龙山实
验动物繁育场，分笼饲养，SPF动物房适应性饲
养1周，自由饮食饮水和采光。将大鼠分为对照
组、模型组和观察组3组，每组各10只。
1.2 分组处理方法 模型组和观察组大鼠进食高
脂饲料（69%基础饲料、20%猪油、5%白糖、
3%胆固醇、2%蛋黄粉、1%维生素D、0.2%丙
基硫氧嘧啶）连续饲养16周，自由饮水。16周
后，禁食，采用3 ml/kg 25%乌拉坦麻醉腹腔注
射、30 μ/kg垂体后叶素。记录心电图，评估心
肌缺血程度时以J及T波改变作为标准。对照组
大鼠予以基础饲料喂养。观察组造模完成后芝
麻素（80 mg/kg）灌胃治疗1/d，对照组和模型
组大鼠应用等体积生理盐水进行干预，持续灌
胃6周。
1.3 观察指标 干预结束后禁食12 h，鼠尾采血法
取血，后3000 rpm/min离心10 min，收集血清检
测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和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麻醉后取大鼠胸
主动脉，剪除结缔组织，剪3~4 mm血管环，悬挂
K-H液气管浴管，连接张力换能器，给予95%氧
气和5%二氧化碳混合，血管环稳定后使用去氧
肾上腺素（1μM）干预。张力恢复1 g后，使用
1 μM去氧肾上腺素收缩血管，达峰值10 min后，
给予乙酰胆碱，稳定后并平衡至基础张力。收缩
达峰值后给予以酸化亚硝酸钠，以1 μM去氧肾
上腺素，记录血管张力变化。大鼠心肌组织切片
后，使用TUNEL法检测心肌细胞凋亡情况，镜下
记录凋亡细胞数，计算心肌细胞凋亡率。称量大
鼠心肌组织重量，冰上操作使用裂解液制备组织
匀浆，用Western-blot法检测组织中Caspase-3、
Caspase-12、PKCα、p-PKCα、p-IκBα、
IκBα、NF-κB、NF-κB p65和β-actin水平。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ImageJ软件分析Western blot
法检测结果，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
学分析，采用mean±sd表示计量资料，方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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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多组计量资料差异，以P＜0.05，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大鼠脂代谢水平检测结果 本组研究结果
显示，各组大鼠TG和HDL-C水平无明显差异（P
＞0.05），三组的TC水平存均在明显差异，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大鼠TC
水平明显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2.2 大鼠血管内皮功能检测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
各组大鼠血管内皮经酸化亚硝酸钠处理后血管最
大舒张程度无明显差异（P＞0.05），但经ACH
处理后，三组大鼠血管最大舒张程度间存在明显
差异，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大鼠ACH处理血管最大舒张程度明显低于模
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
2.3 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率及凋亡相关蛋白调查
结果 结果显示，各组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率、
Caspase-3和Caspase-12存在明显差异，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大鼠心肌细胞
凋亡率明显低于模型组，Caspase-3和Caspase-12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表3。
表1 大鼠脂代谢检测结果（mmol/L）
组别
对照组
模型组
观察组
F值
P值

例数
10
10
10

TG
5.81±0.78
6.05±0.91
5.94±0.86
1.302
0.648

TC
7.18±0.76
13.42±0.59
8.53±0.68
9.384
0.000

HDL-C
2.03±0.64
2.43±0.59
2.28±0.62
0.843
0.811

注：请标注英文简写的中文全称
表2 大鼠血管内皮功能检测结果
组别
对照组
模型组
观察组
F值
P值

例数
10
10
10

ACH处理
42.16±5.26
99.83±4.19
80.42±5.06
14.392
0.000

酸化亚硝酸钠处理
99.64±5.13
98.35±5.48
99.16±4.99
0.984
0.791

表3 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率及凋亡相关蛋白调查结果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模型组
观察组
F值
P值

10
10
10

细胞凋亡率

Caspase-3/

Caspase-12/

（%）
11.26±2.05
27.65±1.96
19.81±1.52
13.293
0.000

β-actin
0.23±0.05
0.76±0.04
0.37±0.05
7.594
0.000

β-actin
0.12±0.03
0.68±0.05
0.29±0.04
8.142
0.000

图1 凋亡相关蛋白检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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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大鼠心肌细胞PKCα/NF-κB信号蛋白检测
结果 结果显示，各组大鼠心肌细胞p-PKCα、
p-IκBα和NF-κB p65间存在明显差异，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观察组大鼠
心肌细胞p-PKCα、p-IκBα和NF-κB p65蛋白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4。
表4 大鼠心肌细胞PKCα/NF-κB信号蛋白检测结果
组别
对照组
模型组
观察组
F值
P值

例数
10
10
10

p-PKCα/PKCα
0.26±0.02
0.59±0.03
0.33±0.02
8.394
0.000

p-IκBα/IκBα
0.32±0.06
0.94±0.09
0.51±0.05
9.192
0.000

NF-κB p65/NF-κB
0.31±0.04
0.85±0.11
0.46±0.07
7.495
0.000

图2 PKCα/NF-κB信号蛋白检测结果

解主动脉对ACH舒张反应，激活体内一氧化氮生
物活性。
研究显示，PKC激活后可激活IκB激酶复合
物，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途径降解，NF-κB与
IκB形成复合物并释放进入细胞核，与DNA上特
异性序列结合，引起IL-1β、IL-6、TNF-α和
IL-8基因的转录[12,13]。PKC信号介导NF-κB激活
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4]。
PKC/NF-κB途径活性增高可提高炎症细胞因子
表达水平升高，通过siRNA干扰PKCα后显著降
低炎症因子表达[15]。此外，PKCα磷酸化IκBα
后进一步激活NF-κB介导气道变态反应性疾
病。本组研究结果显示，冠心病大鼠模型心肌细
胞的PKCα、IκBα及NF-κB磷酸化程度加重，
应用芝麻素干预后可有效抑制PKCα、IκBα及
NF-κB磷酸化，抑制PKC/NF-κB途径活性。分
析认为，芝麻素可有效抑制冠心病大鼠心肌细胞
的异常活化，抑制PKCα/NF-κB信号转导途径
并降低体内多种炎症介质释放。
综上所述，芝麻素通过调控PKCα/NF-κB
信号途径有效抑制冠心病大鼠心肌细胞凋亡。但
本研究并未对大鼠体内基因水平差异进行分析，
有待后续持续追踪报道。

3 讨论
研究指出，冠心病多伴血脂异常，是异常动
脉粥样硬化的独立性因素[7]。有学者指出，黏附内
皮细胞、单核细胞数量明显增加，细胞移入内膜
下，有效吞噬低密度脂蛋白，导致硬化病变 [8]，
随着TC水平长期处于增高状态，导致冠心病事件
发病率逐年增高。高脂高糖饮食可制备冠心病模
型，且与病理特征相似[9]，使血压升高和血管内皮
功能障碍。研究指出，单纯高糖饮食可提升体内
活性氧水平，抑制一氧化氮合酶活性，导致血管
舒张功能障碍[10]。长期高脂高糖饮食易伴随血管
内皮功能障碍，改善血管内皮功能有助于冠心病
的防治[11]。
模型组饲养6周后大鼠血脂水平显著升高，
可见冠心病改变。采用芝麻素干预6周后，大鼠
TC水平显著改善。分析认为，芝麻素可抑制肠
管中胆固醇的吸收，加速胆固醇溶解性下降，加
速降低血脂水平，阻碍胆固醇合成，抑制体内胆
固醇合成相关酶活性，但改善TG和HDL-C水平
疗效一般，可能与观察时间短有关。冠心病的病
理过程中多伴随出现不同程度的血管内皮功能损
伤，并出现血管内皮舒缩功能失调。本研究使用
ACH干预大鼠胸主动脉可诱导血管舒张效应，冠
心病模型可出现血管内皮依赖性舒张障碍。结果
显示，冠心病大鼠采用芝麻素干预治疗后，可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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