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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咯烷二硫代氨基甲酸酯通过抑制核因子 -资B 信号通路
改善 UUO 模型大鼠肾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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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核因子抑制剂吡咯烷二硫代氨基甲酸酯（PDTC）对核因子-资B（NF-资B）P65、转化生长因子-

茁1（TGF-茁1）表达的影响及对肾纤维化的作用。方法

取 60 只 SD 成年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模型对照

各组大鼠建立单侧输尿管结扎（UUO）模型，早干预组先给予 PDTC 2 d，
组、早干预组和晚干预组。除假手术组，
第 3 天开始建模。晚干预组建模开始后第 2 天给予 PDTC。假手术组和模型对照组分别在建模开始后第 2 天
给予等量蒸馏水。建模后第 7、14、21 天检测各组大鼠 24 h 尿蛋白定量及肾功能，检测血清 NF-资B P65、TGF茁1 水平的表达，Masson 染色观察肾纤维化情况。结果

在相同时间条件下，假手术组、模型对照组、早干预

组、晚干预组 24 h 尿蛋白定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跃0.05）。建模后第 7、14、21 天，与假手术组相比，模
型对照组、早干预组、晚干预组血清肌酐、尿素氮、NF-资B P65、TGF-茁1 水平均升高（P 均约0.05）；与模型对照
组相比，早干预组、晚干预组大鼠血清肌酐、尿素氮、NF-资B P65、TGF-茁1 水平均下降（P 均约0.05）。建模后第
21 天，假手术组大鼠肾间质染色较少；模型对照组大鼠肾小管结构破坏明显，间质染色明显增多，有大量胶原
形成；与模型对照组相比，早干预组和晚干预组大鼠肾间质纤维化程度有所减轻。结论
可通过抑制 NF-资B P65 表达减缓肾纤维化过程，减轻肾功能损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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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纤维化是各种慢性肾脏疾病发展至终末
期肾病的共同通路 [1]，其主要特征为炎症反应和

资B）是一种重要的核转录调节因子，能调节多种
炎症和免疫基因的表达，在肾纤维化进展中起重

细胞外基质的过度积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间质细胞的活化、细胞外基质的代谢失衡、多种

要作用，其表达升高可导致单核细胞及巨噬细胞
浸润肾组织，促进炎症细胞合成分泌各种细胞因
子，如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TGF茁1、转化生长因子-琢（TGF-琢）等 [5]。NF-资B p65
是 NF-资B 的活性形式，在免疫炎症反应和肿瘤

促纤维化因子和炎性因子的相互作用是导致肾
间质纤维化的关键因素[2-3]，抑制炎症因子及纤维
化因子将成为潜在的治疗肾脏纤维化的药物研
究新靶点。
转化生长因子-茁1（transforming growth fac原
tor-茁1，TGF-茁1）是公认的致纤维化因子 [4]，TGF激活 T茁RI 激酶，
茁1 通过与 TGF-茁1域型受体结合，
活化的 samd2/3 蛋白与 samd4
导致 samd2/3 磷酸化，
蛋白形成低聚复合物并转运至细胞核，诱导靶基
因表达，包括细胞外基质蛋白等，从而促进纤维
化的发展。核因子-资B（nuclear factor-资B，NF收稿日期：201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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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 [6-7]，吡咯烷二硫代氨
基甲酸酯 （pyrrolidine dithiocarbamate，PDTC）是
一种选择性抗氧化剂，可抑制 NF-资B 的分泌，在
犬种植体周围炎的模型中显示，PDTC 通过抑制
NF-资B p65 的表达起到抑制种植体周围炎症的
作用[8]。因此，本实验拟探讨 PDTC 对肾纤维化大

鼠纤维化细胞因子 NF-资B p65、TGF-茁1 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材料
选择健康、雌性、SPF 级的 60 只 SD 大鼠，鼠
龄 6 周，体质量 0.160耀0.180 kg，来自西安交通大
学医学院动物研究中心，许可证号：SCXK （陕）
2018-001。研究期间大鼠饲养于西安交通大学医
学院 SPF 级动物实验室［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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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Xk（陕）2015-002］，房内温度保持在 25 益左
右，湿度 45%耀65%，对鼠房采取 12 h/12 h 光
照黑暗循环照射，采用标准合格饲料喂养，不限
制饮水。
1.2 药品与试剂
PDTC（美 国 Sigma 公 司）、TGF-茁1、NF -资B
ELISA 试 剂 盒 （北 京 博 奥 森 生 物 技 术 有 限 公
司）、masson 染液 套装（Servicebio 公 司）。

1.3 方法
1.3.1 动物分组 60 只雄性 SD 大鼠适应性喂
养 1 周后，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模型
对照组、早干预组、晚干预组，每组 15 只。早干预
组先给予 PDTC 2 d，剂量为 100 mg·
（kg·d）-1，腹
腔注射，1 次/d，第 3 天开始建模。晚干预组为建
模开始后第 2 天给予 PDTC ，1 次/d，用法剂量同
前。假手术组和模型对照组在建模开始后第 2 天
给予等量蒸馏水腹腔注射。
1.3.2 单侧输尿管结扎（UUO）模型建立 采用

单侧输尿管梗阻术建立大鼠 UUO 模型[9]，具体建
模方法如下，禁食不禁水，称重，体质量 2.200耀
2.400 kg，用 10%的水合氯醛（3.5 mL·kg-1）腹腔注
射麻醉大鼠，右侧卧位固定于手术台上，剃去左侧
腹部被毛，从背部距左侧肋脊角 1.5 cm 处做约
2 cm 的斜向切口，依次切开皮肤、肌肉，打开腹
腔，暴露左侧肾脏，游离左输尿管，分别于约肾盂

处和输尿管上 1/3 处双重结扎，使肾脏回纳原位，
最后逐层缝合。假手术组开腹后，分离左侧输尿
管，但不结扎。
1.3.3 标本的收集和处理 尿标本的留取及检
测：于建模后的第 7、14、21 天，将各组大鼠放于
代 谢 笼 中 ，期 间 禁 食 不 禁 水 ，收 集 尿 液 并 记
录 24 h 尿量，搅拌均匀，留取 5 mL，检测蛋白

定量。
血清及肾组织标本的留取：建模后的第 7、
14、21 天各组大鼠颈静脉采取血标本 3~5 mL，静
置后以 1500 r·min -1 离心，收取血清，测定尿素
氮、肌酐、NF-资B P65、TGF-茁1 的水平。建模后的
表2

组别
假手术组
模型对照组
早干预组
晚干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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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天

33.2依2.28

第 21 天各组大鼠血尿标本留取后，以 10%水合
氯醛（3.5 mL·kg -1）腹腔注射麻醉，剖开腹腔，取
左侧肾组织，迅速去包膜，于 4豫多聚甲醛溶液中
固定，石蜡包埋，每组取相同部位制作 3 滋m 石
蜡切片。
1.4 统计学方法
实验数 据采 用 SPSS 22.0 软件 进行 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x依s）表示，正态分
布且满足方差齐性时，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One-way ANOVA），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法；资料呈偏态分布或方差不齐时，多组
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Kreskas-Wallis 法）。P臆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4 h 尿蛋白定量比较
在相同时间条件下，假手术组、模型对照组、
早干预组、晚干预组大鼠 24 h 尿蛋白定量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跃0.05），见表 1。

表 1 各组大鼠不同时间 24 h 尿蛋白定量比较（x依s，
mg/24 h）
第7天

组别

假手术组
模型对照组
早干预组

2.2

第 21 天

222.0依21.46

257.8依39.39

213.6依13.61

216.6依21.83

225.6依12.34

198.4依21.34
222.2依29.73

晚干预组

第 14 天

192.8依18.39

222.0依14.76
195.2依30.20

226.6依18.99
194.6依27.33

血清肌酐、尿素氮比较
与假手术组相比，建模第 7、14、21 天，模型
对照组、早干预组、晚干预组血清肌酐、尿素氮水
平均升高（P 均约0.05）。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建模
第 7、14、21 天，早干预组、晚干预组大鼠血清肌
酐、尿素氮水平均下降（P 均约0.05），见表 2。
2.3 血清 TGF-茁1、NF-资B P65 比较
与假手术组相比，建模第 7、14、21 天，模型
对照组、早干预组、晚干预组血清 TGF-茁1、NF资B P65 水平均升高（P 均约0.05）。与模型对照组
相比，建模第 7、14、21 天，早干预组、晚干预组大
鼠血清 TGF-茁1、NF-资B P65 水平均下降（P 均约
0.05），见表 3。

各组大鼠不同时间血清肌酐、尿素氮比较（x依s）

血清肌酐/（滋mol·L-1）
第 14 天

35.75依2.22

第 21 天

37.75依2.50

第7天

血清尿素氮/（mmol·L-1）

7.67依0.29

第 14 天

8.53依0.32

第 21 天

9.57依0.21

51.00依4.53a

56.00依1.58a

54.40依2.30a

10.71依0.23a

12.90依0.32a

14.19依0.43a

42.00依2.55ab

47.60依3.05ab

46.80依3.77ab

9.38依0.28ab

10.96依0.22ab

11.97依0.45ab

42.00依3.39ab

47.40依1.52ab

47.60依1.14ab

9.21依0.10ab

与假手术组同时间点比较 aP约0.05，与模型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 bP约0.05

10.45依0.32ab

12.21依0.4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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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组别
假手术组
模型对照组
早干预组
晚干预组

各组大鼠不同时间血清 TGF-茁1、NF-资B P65 比较（x依s，ng·mL-1）

第7天

血清 TGF-茁1
第 14 天

第 21 天

39.34依0.59

38.88依0.80

41.94依0.81

41.90依0.74ab

43.75依1.31ab

48.24依1.11ab

45.38依090a

41.89依0.85ab

46.68依0.84a

43.17依1.05ab

52.43依0.79a

47.85依0.62ab

第7天

903.32依3.52

980.79依4.78a

951.38依5.23ab
940.32依5.70ab

与假手术组同时间点比较 aP约0.05，与模型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 bP约0.05

2.4

Masson 染色
建模第 21 天，假手术组（图 1A）大鼠肾组织
胶原染色主要位于肾小囊、系膜区、血管平滑肌
及肾小管基底膜，间质染色较少；模型对照组（图
1B）大鼠肾小管结构破坏明显，间质染色明显增
多，有大量胶原形成，间质增宽，以皮质区、皮髓
交界处最为明显；早干预组（图 1C）和晚干预组

（图 1D）改变类似，但与模型对照组相比，蓝色面
积染色减少，肾间质纤维化的程度有所减轻；早
干预组与晚干预组肾纤维化程度相似。
3 讨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慢性肾脏病（chron原
ic kidney disease，CKD）成为公共健康问题，影响
着全世界数十亿人的健康和生活 [10]。纤维化和炎
症反应是 CKD 必然的病理过程和转归途径[11]，抑
制纤维化的发展可有效延缓 CKD 的进展。UUO
模型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研究肾间质纤维化的
动物模型，其病理表现主要为肾小管、间质细胞
增生，肾实质内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浸润，最终进

展为肾小管萎缩和肾间质纤维化，而对肾小球的
影响甚少[12]。
NF-资B 在多种组织纤维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如肺纤维化 [13]、心肌纤维化 [14]、肝纤维化 [15]等。在
碳纳米技术引起的肺部炎症及纤维化的活体研
究中显示 [16]，NF-资B 信号通路通过诱导前纤维化
介质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剂 1（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 proteinase 1，TIMP1）和骨桥蛋白（osteo原
pontin，OPN）在纤维母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的表
达，参与了纤维化的过程，抑制其表达可能成为
治疗肺部炎症及纤维化的新靶点。研究显示 [17]，

A. 假手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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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模型对照组

图1

血清 NF-资B P65
第 14 天

912.98依1.80

第 21 天

951.83依4.14

998.71依1.74a

1101.42依6.31a

959.30依4.82ab

994.20依8.47ab

968.78依8.65ab

994.73依5.37ab

在心肌梗死后心力衰竭的大鼠模型中，肺组织
TGF-茁 和 samd3 水平 均明显 升高，TGF-茁辕samd
信号通路的活化会导致成纤维细胞的增生和玉
型胶原的表达，继而导致肺纤维化。本实验结果
显示，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对照组、早干预组和
晚干预组大鼠血清 NF-资B p65、TGF-茁1 水平自
建模后第 7 天起持续升高，证实了 NF-资B p65 和
TGF-茁1 在肾间质纤维化中的影响。
纤维蛋白的表达随着 NF-资B 信号的阻断而
抑制，提示炎症与纤维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阻

断炎症与纤维化之间的联系，NF-资B 信号通路是
关键。在大鼠结肠炎的模型中，抑制 NF-资B p65

的表达可改善炎症程度[18]。有研究[19]显示，瞬时受
体电位 melastatin-2 敲除的 UUO 模型小鼠，其体
内 TGF-茁、NF-资B 表达下降，肾纤维化明显减
轻。在肺的纤维化过程中，TGF-茁 与 NF-资B 的表
达量及活性增高，抑制 NF-资B 或 TGF-茁 的生
成，可降低肺纤维化的产生，延缓其进一步发展。
PDTC 还可通过抑制 NF-资B 活性、下调 TGF-茁的
表达发挥抗肝纤维化的作用[20]。
可由人工合成
PDTC 是一种重要的抗氧化剂，

（C5H9NS2·NH3），是公认的 NF-资B 抑制剂。PDTC

主要通过阻止激酶或磷酸酶中对氧化还原敏感
的半胱氨酸的氧化，阻断使 I资b 磷酸化的上游信
从而抑制其活性[21]。本
号而抑制 NF-资B 的核位移，
实 验 显 示 ，同 一时间点，早干预组和晚干预 组
大鼠血清 NF-资B p65 和 TGF-茁1 水平均较模型
对照组下降，提示 PDTC 可通过抑制 NF-资B p65，
进而抑制下游细胞因子 TGF-茁1 的表达，从而发
挥抗纤维化的作用。其抗纤维化作用可能通过两

C. 早干预组

各组大鼠肾组织 Masson 染色图（伊400）

D. 晚干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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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途径：一方面为抗氧化作用，减少 NF-资B 的诱
导因素，从而抑制 NF-资B 的表达；另一方面可能

通过抑制 NF-资B 的活化，降低下游细胞因子的表
从而起到抗纤维化
达，减轻炎症反应的瀑布效应，
的作用。本实验中，早干预组和晚干预组大鼠血
清 NF-资B p65 和 TGF-茁1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说明提前预防用药可能不能发挥早期抗纤维
化作用，该结论需要大样本实验研究进一步证
实。本研究还发现，与模型对照组相比，早干预组
和晚干预组大鼠尿素氮、血清肌酐水平下降，肾
纤维化程度减轻，提示 PDTC 治疗可改善 UUO 模
型大鼠肾功能。
综上所述，NF-资B 抑制剂 PDTC 可降低 U原
UO 大鼠体内 NF-资B p65 和 TGF-茁1 的表达，减
轻血清肌酐、尿素氮水平和肾纤维化程度，为临
床治疗肾纤维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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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rrolidine Dithiocarbamate Improved Renal Fibrosis in UUO Model Rats
by Inhibiting Nudear Factor-资B Signaling Pathway
LIU Li1， HUANG Yanping1， LIU Hailing1， GAO Wenjuan1， ZHU Kaili1，
XU Man1， WANG Jin2
（1.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
China； 2. Lintong District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Xi’an 7106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s of nuclear factor inhibitor pyrrolidine dithiocarbamate
（PDTC）on the expressions of nudear factor-资B P65（NF-资B P65），TGF-茁1 and the effects of renal fibrosis.
Methods sixty adult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sham operation group，model control
group，early intervention group and late intervention group. Early intervention group was given PDTC 2 days
before modeling，once a day. In addition to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other groups established UUO model.
PDTC was given to the late intervention group on the second day after modeling，once a day. And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and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the same amount of distilled water respectively on the
second day after modeling. On the 7th，14th and 21st day after operation，the renal fibrosis was observed by
Masson staining. The expression of NF-资B P65 and TGF-茁1 in serum，
the renal function and 24 h urine protein

were detected. Results Under the same time condition，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24 h urine protein
between sham operation group，model control group，early intervention group and late intervention group
（P all>0.05）. Compared with sham operation group，the level of serum creatinine，urea nitrogen，NF-资B P65
and TGF-茁1 in model control group，early intervention group and late intervention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on the 7th，14th and 21st day（P all<0.05）. Compared with model control group，the level of serum

creatinine，urea nitrogen，NF-资B P65 and TGF-茁1 in early intervention group and late intervention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P all<0.05）. All of the indexes in early intervention group and lat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On the 21st day after operation，the renal interstitium staining in the
sham operation group was less. In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the renal tubular structure was significantly damaged，
the interstitium staining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and there was a lot of collagen formation. The changes in the
early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lat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milar，but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the blue area staining was less，and the degree of renal interstitial fibrosis was reduced. Conclusion PDTC ，
an inhibitor of NF-资B，can slow down the process of renal fibrosis and reduce the damage of renal function by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NF-资B P65.
Key words：renal fibrosis；pyrrolidine dithiocarbamate；nuclear factor 资B P65；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茁1；
rat；unilateral ureteral obstruction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