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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因子E2相关因子2过表达对间充质干细胞
抗缺氧和抗凋亡能力的影响
刘荣强 袁泽南 吴小材 刘炜 汪国营

结构式摘要

Nrf2-MSCs

过表达 Nrf2 慢病毒

增强
抗缺氧能力

MSCs

抗凋亡能力

强

增

GFP-MSCs

空载体慢病毒

【摘要】
响。方法

目的

不

研究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Nrf2）对间充质干细胞（MSCs）的抗缺氧及抗凋亡能力的影

将过表达 Nrf2 的重组质粒及辅助质粒转染人胚肾细胞（293FT），获得过表达 Nrf2 的高滴度慢病毒。

MSCs 分别转染过表达 Nrf2 慢病毒以及空载体慢病毒，构建稳定过表达 Nrf2 的 Nrf2-MSCs（Nrf2 过表达组）以
及绿色荧光蛋白（GFP）-MSCs（对照组）。采用荧光显微镜观察两组细胞的绿色荧光表达情况。采用蛋白免疫
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两组细胞中 Nrf2 蛋白的表达水平。采用光学显微镜观察两组细胞的抗缺氧能力，采
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两组细胞的抗凋亡能力。结果

成功构建了稳定过表达 Nrf2 的 Nrf2-MSCs，Western Blot 法检

测结果显示 Nrf2 过表达组细胞的 Nrf2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缺氧处理 15 h 后，Nrf2 过表达
组的细胞活力明显高于对照组。流式细胞术检测表明 Nrf2 过表达组细胞的凋亡率为（30.9±1.4）%，明显低于对
照组细胞的（61.3±1.3）%（P<0.05）。结论

稳定过表达 Nrf2 的 Nrf2-MSCs 在低氧环境中具有一定的抗缺氧、

抗凋亡能力。
【关键词】 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Nrf2）；间充质干细胞（MSCs）；慢病毒载体；转染；质粒；凋亡；缺氧；
流式细胞术；人胚肾细胞；缺血 - 再灌注损伤（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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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2-related factor 2(Nrf2) on the antihypoxia and anti-apoptotic ability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 Methods Human embryonic kidney cells(293FT)
were transfected with recombinant plasmid which overexpressed Nrf2 and helper plasmid. High-titer lentivirus which
overexpressed Nrf2 were obtained. MSCs were transfected with lentivirus with Nrf2 overexpression and empty lentiviral
vector to establish Nrf2-MSCs which stably overexpressed Nrf2 (Nrf2 overexpression group) and green ﬂuorescent protein
(GFP)-MSCs(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green ﬂuorescent in 2 groups was observed by ﬂuorescence microscop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Nrf2 protein in 2 groups was measured by Western Blot. The anti-hypoxia ability of 2 groups was
observed by light microscope. The anti-apoptotic ability of 2 groups was measured by ﬂow cytometry. Results Nrf2-MSCs
which stably overexpressed Nrf2 wer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Western Blo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Nrf2 protein in the Nrf2 overexpression group was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1）. After
15 h hypoxia treatment, the cell activity in the Nrf2 overexpression group was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Flow cytometry showed that the apoptosis rate in the Nrf2 overexpression group was (30.9±1.4)%,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61.3±1.3)%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s Nrf2-MSCs which can stably overexpress Nrf2
possess certain anti-hypoxia and anti-apoptotic ability in hypoxia environment.
【Key words】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2-related factor 2(Nrf2)；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Lentiviral
vector；Transfection；Plasmid；Apoptosis；Hypoxia；Flow cytometry；Human embryonic kidney cell；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RI)

缺血 - 再灌注损伤（IRI）是指组织器官缺血一

胞资源中心，辅助质粒 pCMSCV、PMDG、PMO Ⅱ

定时间后恢复血液灌流，不仅不能恢复其功能，反而

及含绿色荧光蛋白（green ﬂuorescent protein，GFP）

会促使缺血所致的组织器官功能障碍和结构损伤更趋

的 pLV-CMV-XbaI-BamHI 慢病毒包装系统购自广州

严重的病理过程，多见于肝脏、肾脏、心脏等实质脏

永诺生物科技公司，MSCs 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器。目前防治 IRI 主要包括药物预防、缺血预处理、

院生物治疗中心。Trizol 液购自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

低温预处理和缺血后处理等措施

[1-2]

，但其效果并不

公司，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试剂盒购自

突出。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德国 DBI 公司，胎牛血清、Opti-MEM 和 DMEM 培

2-related factor 2，Nrf2）作为抗氧化应激因子，可诱

养基均购自美国 GIBCO 公司，DNA 连接酶购自美

导产生一系列活性酶，具有明显的抗炎、抗氧化应

国 NEB 公司，脂质体 2000（LipofectamineTM 2000）

激和抗凋亡等细胞保护作用 [3-5]。研究发现 Nrf2 激动

购自美国 Invitrogen 公司，感染增敏剂 Polybrene 购

剂在恢复肝脏 IRI 上作用良好，且过表达 Nrf2 的小

自美国 Sigma 公司，Annexin V-APC 凋亡试剂盒购自

鼠更加耐受肝 IRI[6]。而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南京凯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tem cells，MSCs）可以通过血液到达脏器，发挥抗

1.2 实验方法

缺氧、抗凋亡作用 [7-8]，体外实验及动物实验均表明

1.2.1

MSCs 有助于脏器损伤后恢复 [9-11]。因此，我们利用

胞 为 原 料，Trizol 法 提 取 RNA 后 用 反 转 录 试 剂 盒

慢病毒建立稳定过表达 Nrf2 的 Nrf2-MSCs，并观察

反 转 录 得 互 补 脱 氧 核 糖 核 酸（cDNA）， 以 正 向 引

其对 MSCs 抗缺氧和抗凋亡能力的影响，为进一步研

物 5’-CGATTTCTAGATTCCTGCTTTATAGCGTGCA

究 Nrf2 抗炎、抗凋亡、抗氧化应激及器官保护作用

AA-3’， 反 向 引 物 3’-ATATGGATCCTCACATCACA

奠定基础。

GTAGGAGCTT-5’作为一对引物，行聚合酶链反应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Nrf2 基因片段来源于人胚肾细胞（293FT 细胞），
293FT 细胞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细

构 建 过 表 达 Nrf2 的 重 组 质 粒

以 293FT 细

（PCR）操作，获得目的片段 Nrf2 开放阅读框。回
收并纯化 PCR 产物，利用 Xba Ⅰ和 BamH Ⅰ分别双
酶 切 Nrf2 片 段 及 骨 架 结 构 pLV-CMV-XbaI-BamHIGFP，回收并纯化酶切后产物，以 T4 DNA 连接酶将
Nrf2 片段与 pLV-CMV-XbaI-BamHI-GFP 连接为 Nr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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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V-CMV-XbaI-BamHI-GFP 载 体， 转 化 后 涂 布 卡 那

观察并比较两组细胞形态变化情况。

霉素抗性平板，挑选细菌单克隆，在 LB 培养基中培

1.2.5

养后行菌液 PCR，取测序正确的阳性克隆进行扩增获

过表达组和对照组细胞接种于 6 孔板，10% 胎牛血清

得 Nrf2-pLV-CMV-XbaI-BamHI-GFP 重组质粒。

DMEM 培养基常规培养于 37 ℃、5%CO2 饱和湿度的

检测 Nrf2-MSCs 的抗凋亡能力的变化

将 Nrf2

取对数

细胞培养箱中。待细胞密度长至 70% 左右放置于低

生长期的 293FT 细胞接种于细胞培养皿，10% 胎牛

氧培养箱（1%）诱导凋亡，24 h 后取出 6 孔板吸净

血清 DMEM 培养基常规培养于 37 ℃、5%CO2 饱和

上清，PBS 洗涤细胞 2 次，用胰酶消化细胞，离心后

湿度的细胞培养箱中。24 h 后 293FT 细胞密度约为

用 PBS 洗涤 2 次，各加入 500 μL Binding Buffer 以及

70% 时， 将 Nrf2-pLV-CMV-XbaI-BamHI-GFP 重 组

5 μL Annexin V-APC 和 5 μL PI 染液，室温避光静置

质粒与辅助质粒 pCMSCV、PMDG、PMO Ⅱ按质量

15 min 后上流式机检测。流式图左下象限显示活细胞，

比 10 μg︰5 μg︰5 μg︰5 μg 稀释于 1 mL Opti-MEM 培

右上象限是非活细胞，即晚期凋亡细胞，而右下象限

养基中，另吸取 25 μL LipofectamineTM 2000 于 1 mL

为早期凋亡细胞。早期凋亡细胞及晚期凋亡细胞之和

Opti-MEM，室温静置 5 min 后将两者混合，轻轻混匀，

占细胞总数的百分比为凋亡率。

静置 15 min 后加入 293FT 细胞培养皿。转染 6 h 后换

1.3 统计学方法

1.2.2

构建稳定过表达 Nrf2 的 Nrf2-MSCs

成含 10% 胎牛血清的 DMEM 培养基，分别在 24 h 及

采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间

48 h 后收获 293FT 细胞培养上清，将两次获得的上清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

混合，0.45 μm 过滤器过滤上清，即为 Nrf2 过表达慢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病毒，-80℃保存。同法包装 pLV-CMV-XbaI-BamHIGFP 质粒，获得空载体慢病毒，设立为对照组。
MSCs 取 自 第 3～5 代 人 脐 带 间 充 质 干 细 胞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UC-

2 结 果
2.1 Nrf2-MSCs 的构建及鉴定结果
Nrf2-pLV-CMV-XbaI-BamHI-GFP 阳 性 克 隆 菌 液

MSCs）。 将 MSCs 接 种 于 培 养 瓶，10% 胎 牛 血 清

PCR 产物如图 1 所示，经测序验证正确，未发生突变。

DMEM 培养基常规培养于 37 ℃、5%CO2 饱和湿度

荧光显微镜下 Nrf2 过表达组和对照组细胞均成功表

的细胞培养箱中。24 h 后细胞密度约为 30% 时，将

达大量绿色荧光（图 2）。Western Blot 检测结果表明，

培养基换成含有 2 mL Nrf2 过表达慢病毒的 10% 胎

与对照组细胞相比，Nrf2 过表达组细胞内 Nrf2 蛋白

牛血清 DMEM 培养基，并加入相应量感染增敏剂

表达量明显升高（P<0.01，图 3）。荧光显微镜下观

Polybrene（含量为 6 mg/mL），培养 2 d 后用嘌呤霉

察结果和 Western Blot 结果均证实已成功构建 Nrf2 过

素（含量为 10 μg/mL）筛选，得到稳定过表达 Nrf2

表达组细胞和对照组细胞。

的 Nrf2-MSCs 细胞（Nrf2 过表达组）。空载体慢病

2.2 Nrf2 过表达对 MSCs 抗缺氧能力的影响

毒感染 MSCs 获得的 GFP-MSCs 细胞为对照组。

经过 15 h 缺氧处理后，Nrf2 过表达组和对照组

采用荧光显微镜观察 Nrf2

细胞的活力情况如图 4 所示。对照组细胞胞膜模糊、

过表达组和对照组细胞内绿色荧光的表达情况。另

细胞形态不一；Nrf2 过表达组细胞的胞膜清晰、细

1.2.3

鉴定 Nrf2-MSCs

外，用全蛋白提取试剂盒分别提取在细胞培养瓶中的

1

Nrf2 过表达组和对照组细胞，采用 BCA 法测蛋白水
析 Nrf2 过表达组和对照组中 Nrf2、内参 β- 肌动蛋

2 500 bp

Nrf2 2 023 bp

白（β-actin）的表达水平。
检测 Nrf2-MSCs 抗缺氧能力的变化

M
15 000 bp
10 000 bp
7 500 bp
5 000 bp

平。进行蛋白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分

1.2.4

2

1 000 bp

将 Nrf2

250 bp

过表达组和对照组细胞接种于 6 孔板，10% 胎牛血清
DMEM 培养基常规培养于 37 ℃、5%CO2 饱和湿度的
细胞培养箱中。待细胞长至 90% 左右放置于低氧培
养箱（1%）中，15 h 后拿出 6 孔板在光学显微镜下

图1
Figure 1

重组质粒阳性克隆菌液的 PCR 产物
PCR products of recombinant plasmid
positive clone bacteria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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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形态相对均一且呈现梭形，表明 Nrf2 可明显提高

组织修复、抗炎治疗、免疫调控等功能 [17]。MSCs 具

MSCs 的抗缺氧能力。

有多向分化潜能，且具有取材相对简单、体外扩增容

2.3 Nrf2 过表达对 MSCs 抗凋亡能力的影响

易、免疫原性弱等优点 [18]。因此 MSCs 作为理想的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结果显示，Nrf2 过表

基因转移运载平台非常适合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 [19]。

达组细胞的凋亡率为（30.9±1.4）%，明显低于对照

应用 MSCs 治疗器官 IRI 已成为一种可行的方式，然

组的（61.3±1.3）%（P<0.05，图 5）。这说明 Nrf2

而 MSCs 输注体内后作用时间短，在氧化应激环境下

可促进 MSCs 的抗凋亡能力。

存活数天后即会死亡，需反复多次输注才能提高疗效，

3 讨 论

延长 MSCs 在体内的作用时间是提高其疗效的关键。

这也是目前 MSCs 治疗的瓶颈 [19]。抑制 MSCs 凋亡并

慢病毒载体是由人类免疫缺陷 1 型病毒为基础发
展起来的基因治疗工具，属于反转录病毒家族成员之

Nrf2 是参与机体氧化应激防护的重要的转录因子，
它与抗氧化反应元件（antioxidant responsive element，
ARE）组成 Nrf2-ARE 通路，并启动下游多个抗氧化、

一。慢病毒载体目前已经发展至第 4 代，相比其他基

抗炎蛋白及解毒酶等的表达，发挥抗细胞凋亡、抗氧

因载体，其具有承载较大基因片段、目的基因表达时

化应激、减轻炎症等作用 [3]。研究表明当细胞处于缺

间长、免疫原性低、感染效率高等优点，可以感染分

氧等不利条件下，
Nrf2 表达量可上调保护细胞活性 [20]。

裂细胞和非分裂细胞并能稳定整合至宿主染色体上持

Nrf2 具有较为明显的抗凋亡作用，可以上调抗凋亡因

续表达

[12-15]

。目前，慢病毒载体可用于制备嵌入特

殊基因的干细胞或转基因实验动物

[16]

子 Bcl-2 表达，并减少凋亡因子 Bax、半胱氨酸蛋白
酶（Caspase-3）表达 [20]。此外，Nrf2 表达可促进下

。

游抗炎因子的表达 [21]。近年来相关研究表明过表达

更新能力的多能前体细胞，发挥多向分化潜能、促进

Nrf2 的人羊膜 MSCs 可以保护脂多糖诱导的小鼠肺

对照组

Nrf2 蛋白相对表达量

MSCs 广泛存在于人体组织中，是一类具有自我

Nrf2 过表达组

Nrf2
β-actin

A

B

a

0.8
0.6
0.4
0.2
0.0

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 P<0.05

图 2 荧光显微镜下两组细胞的绿色荧光表达（×200）
The green ﬂuorescent expression of cells in

图3
Figure 3

two groups by ﬂuorescence microscope

两组细胞 Nrf2 蛋白的表达水平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Nrf2

protein of cells between two groups

32.4%

57.8%

1.15%

B
Annexin V-APC

A 图为 Nrf2 过表达组细胞；B 图为对照组细胞

图4
Figure 4

cells between two groups

59.5%

A

30.1%

2.30%

B

Annexin V-APC

A 图为 Nrf2 过表达组细胞；B 图为对照组细胞

图5

两组细胞抗缺氧能力的比较（×100）
Comparison of the anti-hypoxia ability of

8.08%

PI

8.61%

PI

A

Nrf2 过表达组

a

A 图为 Nrf2 过表达组细胞；B 图为对照组细胞

Figure 2

1.0

Figure 5

两组细胞抗凋亡能力的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anti-apoptotic ability of
cells between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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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过表达 Nrf2 的小鼠骨髓 MSCs 可明显减轻急
性肾损伤大鼠的肾损伤并促使肾功能恢复

[5, 22]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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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 Lung Cell Mol Physiol, 2008, 294(3): L478-L488.
[5]

MORITO N, YOH K, ITOH K, et al. Nrf2 regulates

我们假设过表达 Nrf2 可以抑制 MSCs 凋亡，并促进

the sensitivity of death receptor signals by affecting

MSCs 分泌抗炎因子，从而增强对 MSCs 的细胞保护

intracellular glutathione levels[J]. Oncogene, 2003,

作用。
为验证 Nrf2 对 MSCs 的保护作用，本研究中我们

22(58): 9275-9281.
[6]

KUDOH K, UCHINAMI H, YOSHIOKA M, et al. Nrf2
activation protects the liver from ischemia/reperfusion

成功构建了过表达 Nrf2 的重组质粒，将其与辅助质粒

injury in mice[J]. Ann Surg, 2014, 260(1): 118-127.

pCMSCV、PMDG 和 PMO Ⅱ转入 293FT 细胞内重组

DOI: 10.1097/SLA.0000000000000287.

进行病毒包装获得 Nrf2 过表达慢病毒，用 Nrf2 过表达

[7]

HORWITZ EM, DOMINICI M. How do mesenchymal

慢病毒感染 MSCs 细胞后成功筛选出稳定过表达 Nrf2

stromal cells exert their therapeutic beneﬁt?[J]. Cytotherapy,

的 Nrf2-MSCs 细 胞（Nrf2 过 表 达 组）。Western Blot

2008, 10(8): 771-774. DOI: 10.1080/14653240802618085.

结果显示，Nrf2 过表达组中 Nrf2 蛋白的表达量明显

[8]

Mesenchymal stem cells: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ve

高于对照组。随后，我们对 Nrf2 过表达组和对照组

therapeutics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J]. Exp Mol Med,

细胞进行 15 h 缺氧处理，结果显示 Nrf2 过表达组细
胞的细胞活力明显强于对照组细胞，表明 Nrf2 能提

M U R P H Y M B , M O N C I VA I S K , C A P L A N A I .

2013, 45:e54. DOI: 10.1038/emm.2013.94.
[9]

BIANCHI F, SALA E, DONADEI C, et al. Potential

高 MSCs 的抗缺氧能力。此前有学者研究也证明 Nrf2

advantages of acute kidney injury management by

对 MSCs 具有较明显抗氧化能力，这与我们的研究结

mesenchymal stem cells[J]. World J Stem Cells, 2014,

果一致

[23]

。Mohammadzadeh 等

[24]

发现在缺氧环境

中，过表达 Nrf2 的 MSCs 细胞凋亡率明显降低。我们
通过流式细胞术同时检测对 Nrf2 过表达组、对照组细
胞进行凋亡诱导后的凋亡情况，结果表明 Nrf2 能促
进 MSCs 的抗凋亡能力，与文献报道结果一致 [24]。

6(5): 644-650. DOI: 10.4252/wjsc.v6.i5.644.
[10] MORIGI M, INTRONA M, IMBERTI B, et al. Huma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ccelerate recovery
of acute renal injury and prolong survival in mice[J].
Stem Cells, 2008, 26(8): 2075-2082. DOI: 10.1634/
stemcells.2007-0795.

综上所述，Nrf2 可促进 MSCs 细胞的抗缺氧能

[11] JIANG MH, LI G, LIU J, et al. Nestin(+) kidney resident

力和抗凋亡能力。本文为进一步研究 Nrf2 对器官保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the treatment of acute kidney

护作用机制及制备方便可行的工具化 MSCs 应用于临

ischemia injury[J]. Biomaterials, 2015, 50: 56-66. DOI:

床试验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及材料。

10.1016/j.biomaterials.2015.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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