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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方法

探 讨 胺 碘 酮 对 人 脐 静 脉 内 皮 细 胞（HUVEC）的 损 伤 作 用 及 可 能 的 机 制 。

取经过 3 代培养的 HUVEC 接种于 96 孔板，加入 0、10、20、30 或 60 μmol/L 胺碘酮培养 24 h，采

用细胞计数试剂盒 8（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以 0 μmol/L 组细胞活力为 100%，计算各加药组的相对
细胞活力。选择可将细胞活力降至 70% 左右的胺碘酮浓度用于后续各项实验。采用 CCK‑8 法检测
该浓度胺碘酮作用不同时间（6、12、24、36、48 h）对 HUVEC 活力的影响。以加入该浓度胺碘酮培养的
HUVEC 为实验组，
不加入者为对照组，
采用钙依赖性磷脂结合蛋白 V-异硫氰酸荧光素/碘化丙啶双染

法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蛋白质印迹法和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分别检测 B 细胞淋巴

瘤 2（Bcl‑2）、Bcl‑2 相关 X 蛋白（Bax）、半胱氨酸蛋白酶 3（caspase‑3）、白细胞介素 10（IL‑10）、IL‑1β、
IL‑6、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蛋白和 mRNA 表达水平；2'，7'-二氯二氢荧光素二乙酸酯荧光探针法检

测活性氧（ROS）含量，水溶性四氮唑-1 法检测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微板法检测还原型谷胱甘
肽（GSH）含量。

结果

经 10、20、30、60 μmol/L 胺碘酮作用 24 h 的各加药组 HUVEC 活力与对照组

（100%）相比分别为（88.82±2.64）%、
（74.96±1.75）%、
（64.95±2.10）%和（18.57±0.65）%，各加药组与对
照组比较以及加药组之间两两比较均 P<0.01。选择 30 μmol/L 胺碘酮用于后续实验。经 30 μmol/L 胺

碘酮作用 6、12、24、36、48 h 的各实验组 HUVEC 活力与对照组（100%）相比分别为（90.19±1.88）%、

（82.81±2.51）%、
（75.33±1.37）%、
（65.76±1.85）%和（47.01±3.29）%，
各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以及实验组

之间两两比较均 P<0.01。实验组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48.59% 比 16.34%，P<0.01），促凋亡蛋
白 Bax 和 caspase‑3 以及促炎因子 IL‑1β、IL‑6、TNF-α 的蛋白和 mRNA 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1），而抗凋亡蛋白 Bcl‑2 和抗炎因子 IL‑10 的蛋白和 mRNA 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
P<0.01）。

结论

胺碘酮可导致 HUVEC 损伤，这种损伤作用随胺碘酮浓度升高和作用时间延长而

增强；
胺碘酮可能通过诱导细胞凋亡、炎症反应及氧化应激导致 HUVEC 损伤。

【关键词】 胺碘酮； 内皮细胞； 静脉炎； 细胞凋亡； 炎症； 氧化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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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jury effect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of amiodarone on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 Methods After 3 generations of cultivation, the
HUVECs were seeded in 96‑well plates and incubated with amiodarone (0, 10, 20, 30, and 60 μmol/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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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hours. The cell viability was detected using cell counting kit 8 (CCK‑8) assay and the relative viability of
cells incub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amiodarone were calculated by taking the cell viability of
the 0 μmol/L group as 100%. The concentration of amiodarone at which cell viability was reduced to 70%
was selected for subsequent experiments. The effect of amiodarone of this concentration on the activity of
HUVECs after action for different time (6, 12, 24, 36, and 48 hours) was detected using the CCK‑8 assay.
HUVECs cultured with amiodarone of this concentration were set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and those
without amiodarone were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Apoptosis rate of HUVECs was detected by Annexin
V‑FITC/P flow cytometry; the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B‑cell lymphoma 2 (Bcl‑2), Bcl‑2‑asso‑
ciated X protein (Bax), Caspase‑3, interleukin 10 (IL‑10), IL‑1β, IL‑6,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
(TNF‑α) were detected using western blotting and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
tion, respectively; the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was detected by DCFH‑DA fluorescence probe assay;
the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activity was detected by water‑soluble tetrazolium‑1 assay; the reduced
glutathione (GSH) content was detected by microplate assay. Results The viabilities of HUVECs incubated
with amiodarone at concentration of 10, 20, 30, and 60 μmol/L for 24 hours were (88.82±2.64)% , (74.96±
1.75)% , (64.95±2.10)% , and (18.57±0.65)% , respectively; differences were all significant (all P<0.01)
between each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s well as between each experiment group. Amiodarone at
a concentration of 30 μmol/L was used for subsequent experiments. After incubating with 30 μmol/L amioda‑
rone for 6, 12, 24, 36, and 48 hours, the viabilities of HUVECs were (90.19±1.88)%, (82.81±2.51)%, (75.33±
1.37)%, (65.76±1.85)%, and (47.01±3.29)%, respectively; differences were all significant (all P<0.01) be‑
tween each experi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s well as between each experiment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apoptosis rate of cell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48.59% vs.
16.34%, P<0.01), the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pro‑apoptotic proteins Bax and caspase‑3, and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IL‑1β, IL‑6, and TNF‑α were higher (all P<0.01), whereas the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anti‑apoptotic protein Bcl‑2 and anti‑inflammatory factor IL‑10 were lower (P<0.05, P<
0.01). Conclusions Amiodarone can cause HUVECs injury, which would be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concentration and action time of amiodarone. Amiodarone may cause HUVECs injury by inducing apoptosis,
inflammatory response, and oxidative stress.
【Key words】 Amiodarone; Endothelial cells; Phlebitis; Apoptosis; Inflammation; Oxida‑
tiv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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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碘酮是临床上常用的抗心律失常药，用于心

良反应的防治提供实验依据。

房颤动等严重心律失常治疗时多选择静脉用药，药

1

品说明书推荐采用中心静脉给药，因为外周静脉输

1.1

注胺碘酮易诱发静脉炎。Spiering 报道外周性胺

1.1.1

［1］

碘 酮 相 关 静 脉 炎（peripheral amiodarone‑related

phlebitis）发生率可高达 85%。静脉炎是由于物理、

材料与方法
材料
细胞

用于实验的 HUVEC 为购自中国科学

院上海细胞库的普通冻存细胞，复苏后用于后续
实验。

MD SpectraMax 190 全波长酶标

化学及感染等因素对血管壁的刺激而导致的血管

1.1.2

壁炎症表现，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参与静脉炎的发

仪购自美谷分子仪器（上海）有限公司，荧光定量聚

生。研究显示氧化应激、炎症反应和凋亡参与了
高糖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

，也可能

［2‑3］

参与化疗药物如长春瑞滨 、表柔比星 等诱导
［4］

［5］

的血管内皮损伤，但是否参与胺碘酮诱导的静脉
炎尚少见报道。为此，我们以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HUVEC）为

研究对象，观察了胺碘酮对 HUVEC 的损伤作用及
其与凋亡、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之间的关系，以进

一步了解胺碘酮诱发静脉炎的病理过程，为该不

主要仪器

合酶链反应检测仪 FQD‑96A 购自杭州博日科技有

限公司，Accuri C6 流式细胞仪购自碧迪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电泳仪 PowerPac HC 1645052 和转膜仪
Trans‑Blot 170‑3940 购自美国伯乐公司，
Tanon 4600

全自动化学发光图像分析系统购自上海天能公司。
1.1.3

主要试剂

钙依赖性磷脂结合蛋白 V-异硫

氰酸荧光素/碘化丙啶（Annexin V‑fluorescein isothio-

cyanate/propidium iodide，Annexin V‑FITC/PI）细 胞

凋亡检测试剂盒购自大连美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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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 水溶性四氮唑-1（water soluble tetrazolium 1，

1.2.2.2

SOD）活性检测试剂盒和还原性谷胱甘肽（gluta-

孔），当细胞融合率达到 70%~80% 时，向孔中加入

WST‑1）法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thione，GSH）含量检测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

程 研 究 所 ；B 细 胞 淋 巴 瘤 2（B‑cell lymphoma‑2，
Bcl‑2）、
Bcl‑2 相关 X 蛋白（Bcl-2‑associated X protein，
Bax）、半 胱 氨 酸 蛋 白 酶 3（caspase‑3）和 β‑肌 动 蛋

白（β‑actin）抗体购自 武 汉 三 鹰 生 物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白 细 胞 介 素 10（interleukin‑10，IL‑10）、IL‑1β、

IL‑6、肿 瘤 坏 死 因 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抗体购自美国 Santa 公司；实时荧光定量聚
合酶链反应（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PCR）相关试剂购自宝生物（大连）有

限公司；10% 胎牛血清购自浙江天杭生物科技股份

选定浓度胺碘酮作用不同时间对 HUVEC

活力的影响

将 HUVEC 接种到 96 孔板（1×104 个/

选定浓度的胺碘酮（实验组）或不加胺碘酮（对照

组），每组均设 5 个亚组，每个亚组至少设 5 个复孔，
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分别培养 6、12、24、36 或 48 h。
每孔加入 0.5 mg/ml 的 CCK‑8 溶液 10 μl，在 37 ℃培
养箱 孵 育 2 h。 使 用 酶 标 仪 测 定 波 长 450 nm 处

的 A 值。采用 1.2.2.1 段中所述方法计算细胞活力。
1.2.3 胺碘酮对 HUVEC 凋亡的影响
1.2.3.1

细胞凋亡情况

细胞凋亡检测采用

Annexin V‑FITC/PI 双 染 法 流 式 细 胞 术［6］ 。 将

HUVEC 接种到 6 孔板（3×105 个/孔），当细胞融合率

达到 70%~80% 时，向孔中加入设定浓度的胺碘酮

有限公司；杜尔贝科改良伊格尔培养基（Dulbecco

（实验组）或不加胺碘酮（对照组），在 37 ℃培养箱

公司；二喹啉甲酸（bicinchoninic acid，BCA）蛋白浓

胰酶 1.5 ml，37 ℃培养箱孵育 3 min，加 1.5 ml 含血

modified Eagle medium, DMEM）购 自 美 国 Hyclone
度 测 定 试 剂 盒 、细 胞 计 数 试 剂 盒 8（cell counting

kit‑8，
CCK‑8）和基于 2',7'-二氯二氢荧光素二乙酸酯

（2',7'‑dichlorodihydrofluorescein diacetate，
DCFHDA）
荧 光 探 针 的 活 性 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检测试剂盒购自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1.2

方法

1.2.1

HUVEC 复苏

将冻存的 HUVEC 复苏，放入

含 10% 胎牛血清的高糖 DMEM 培养基，置于 37 ℃、
5%CO2 培养箱中培养。取经过 3 代培养的 HUVEC
用于实验。

1.2.2 胺碘酮对 HUVEC 活力的影响
1.2.2.1

不同浓度胺碘酮对 HUVEC 活力的影响

采用 CCK‑8 法，按照 CCK‑8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
作。将 HUVEC 接种到 96 孔板（1×10 个/孔），当细
4

胞融合率达到 70%~80% 时，分别向孔中加入胺碘
酮 10、20、30 或 60 μmol/L（加药组），同时设置不加
入胺碘酮的对照组和仅含培养基而未加入 HUVEC

的空白组，每组至少设 5 个复孔，在无血清培养基
中 培 养 24 h。 每 孔 加 入 0.5 mg/ml 的 CCK‑8 溶 液

10 μl，在 37 ℃培养箱孵育 2 h。使用酶标仪测定各
孔波长 450 nm 处的吸光度（absorbance, A）值。细

胞活力（%）=（加药组 A 值-空白组 A 值）（
/ 对照组

A 值-空白组 A 值）×100%。以对照组细胞活力为
100%，计算各加药组的相对细胞活力。选择可将

细胞活力降至 70% 左右的胺碘酮浓度用于以下的
各项实验。

进行无血清孵育 24 h。将 2 组 HUVEC 加入 0.25%

清的培养基终止消化，离心（1 000 ×g，5 min）后，以

磷酸盐缓冲液清洗 2 次，再加入 1×结合缓冲液重新
悬浮细胞，使细胞浓度为 1×106 个/ml，吸取 100 μl
细 胞 悬 液（含 细 胞 1×105 个），同 时 加 入 Annexin
V‑FITC 和 PI 各 5 μl，避光孵育 15 min，应用 Accuri

C6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情况。每组实验重复
3 次。

1.2.3.2

凋亡相关蛋白及 mRNA 表达情况

凋亡

相关蛋白 Bcl‑2、Bax 和 caspase‑3 表达检测采用蛋白
质印迹法。取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培养 24 h 的实验

组和对照组 HUVEC，分别用放射免疫沉淀法裂解
液裂解细胞，4 ℃低温离心（12 000×g，5 min），吸取

上清液，用 BCA 法［7］测蛋白浓度。取 25 μg 蛋白样

品经 10%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置于转膜仪

中 进 行 转 膜 ，室 温 封 闭 2 h。 分 别 用 Bcl‑2、Bax、
caspase‑3 和 β‑actin 抗体作为一抗，在 4 ℃孵育过

夜，
用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山羊抗兔 IgG 作为二抗，
室温孵育 1 h。TBST（Tris‑Buffered Saline‑Tween 20）
缓冲液洗 3 次，增强化学发光（enhanced chemilumi‑

nescence，ECL）显色液显色，Tanon 4600 全自动化
学发光图像分析系统检测发光强度，Image J 8.0 图

像处理软件进行定量分析，以目的蛋白灰度值与
β‑actin 灰度值比值表示目的蛋白表达水平。每组
实验重复 3 次。

Bcl‑2、Bax 和 caspase‑3 mRNA 表 达 检 测 采 用

qRT‑PCR 法。取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培养 24 h 的实

验组和对照组 HUVEC，分别用 Trizol 法提取各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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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总 RNA，反转录成互补 DNA，根据 qRT‑PCR 试

理数据。计量资料用 xˉ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

酸 脱 氢 酶（glyceraldehyde‑3‑phosphate dehydroge‑

HUVEC 活力影响的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方差分

剂盒说明书加入 Bcl‑2、Bax、caspase‑3、甘油醛‑3‑磷
nase，GAPDH）引物进行扩增，上、下游引物序列（5'

➝ 3'）Bcl‑2 分 别 为 GACTTCGCCGAGATGTCCAG、
GAACTCAAAGAAGGCCACAATC，Bax 分别为 CGA
ACTGGACAGTAACATGGAG、CAGTTTGCTGGCAA

AGTAGAAA，caspase‑3 分 别 为 GTGGAGGCCGAC
TTCTTGTATGC 、TGGCACAAAGCGACTGGATGAA

C，GAPDH 分 别 为 TGAACGGGAAGCTCACTGG、
TCCACCACCCTGTTGCTGTA。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仪进行 PCR 扩增，PCR 条件：95 ℃、30 s，95 ℃、5 s，
60 ℃ 、35 s，循 环 40 次 。 以 GAPDH 为 内 参 ，采 用
2

‑ΔΔCt

方法计算目的 mRNA 的相对表达量。每组实

验重复 3 次。
1.2.4

胺碘酮对 HUVEC 炎症反应的影响

分析。不同浓度胺碘酮和胺碘酮作用不同时间对
析，两两比较采用 Tukey 检验；胺碘酮对 HUVEC 凋

亡相关蛋白表达、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影响的差异
显著性检验采用 Sidak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用
χ²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1.1

胺碘酮对 HUVEC 活力的影响

不 同 浓 度 胺 碘 酮 对 HUVEC 活 力 的 影 响

CCK‑8 法检测结果显示，经 10、20、30、60 μmol/L 胺

碘酮作用 24 h 的各加药组 HUVEC 活力与对照组

（100%）相比分别为（88.82±2.64）%、
（74.96±1.75）%、
（64.95±2.10）%和（18.57±0.65）%，细胞活力随着胺

碘酮浓度的增加而下降，各加药组与对照组比较以

实验组

及加药组之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TNF‑α 蛋白和 mRNA 表达的检测分别采用蛋白质

至 70% 左右，
故选择该浓度胺碘酮用于后续的各项

和 对 照 组 HUVEC 炎 症 因 子 IL‑10、IL‑1β、IL‑6 和

印迹法和 qRT‑PCR 法，操作步骤与 1.2.3 段中所述
相同，上、下游引物序列（5'➝3'）IL‑10 分别为 GTT

P<0.01）。30 μmol/L 胺碘酮给药组细胞活力下降
实验。
2.1.2

胺碘酮作用不同时间对 HUVEC 活力的影

经 30 μmol/L 胺碘酮作用 6、12、24、36、48 h 的

GTTAAAGGAGTCCTTGCTG 、TTCACAGGGAAGAA

响

GGCTTATT 、AGGAGCACTTCATCTGTTTAGG ，IL-6

为（90.19±1.88）%、
（82.81±2.51）%、
（75.33±1.37）%、

ATCGATGA ，IL‑1 β 分 别 为 GCCAGTGAAATGAT

分 别 为 CACTGGTCTTTTGGAGTTTGAG、GGACTT
TTGTACTCATCTGCAC，TNF‑α 分 别 为 TGGCGTG
GAGCTGAGAGATAACC、 CGATGCGGCTGATGGT
GTGG。每组实验重复 3 次。
1.2.5

胺碘酮对 HUVEC 氧化应激的影响

取在无

血 清 培 养 基 中 培 养 24 h 的 实 验 组 和 对 照 组
HUVEC，分别进行 ROS 含量、SOD 活性和 GSH 含量

测定。ROS 含量测定采用 DCFH‑DA 荧光探针法，
按 照 ROS 检 测 试 剂 盒 说 明 书 进 行 操 作 。 将

DCFH‑DA 用无血清培养基按照 1∶1 000 的比例稀

释后，分别加入实验组和对照组 HUVEC 中，37 ℃、
避光孵育 20 min，用无血清培养基洗细胞 3 次，用

各实验组 HUVEC 活力与对照组（100%）相比分别

（65.76±1.85）%和（47.01±3.29）%，细胞活力随着胺

碘酮作用时间延长而下降，各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
以及实验组之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1）。
2.2
2.2.1

胺碘酮对 HUVEC 凋亡的影响
细胞凋亡情况

Annexin V‑FITC/PI 双染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对照组细胞凋亡率为
16.34%，而实验组细胞凋亡率为 48.59%（图 1），组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 600.00，
P<0.01）。
2.2.2

凋亡相关蛋白及 mRNA 表达情况

蛋白质

印迹法检测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 HUVEC 中
凋亡相关蛋白 Bcl‑2 表达水平分别为（0.41±0.02）和

不含乙二胺四乙酸二钠的胰酶消化细胞，用 Accuri

（0.64±0.06），Bax 分 别 为（2.30±0.08）和（1.85±

SOD 活性测定采用 WST‑1 法，
按照 SOD 活性检测试

实验组 HUVEC 中促凋亡蛋白 Bax 和 caspase‑3 表达

C6 流式细胞仪检测 2 组 HUVEC 的 ROS 荧光强度。
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GSH 含量测定采用微板法，
按照 GSH 含量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ROS

含量、SOD 活性和 GSH 含量的检测值均以相对于
对照组的百分比值表示。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 GraphPad Prism 8.1 统计作图软件分析处

0.13），caspase‑3 分别为（1.96±0.11）和（1.55±0.11），
水 平 均 高 于 对 照 组（均 P<0.01），而 抗 凋 亡 蛋 白
Bcl‑2 表达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见图 2。

qRT‑PCR 法检测结果显示，对照组 HUVEC 中

Bcl‑2、
Bax和caspase‑3的mRNA表达水平均为（1.00±

0.01），实 验 组 分 别 为（0.55±0.19）、
（1.56±0.17）和

（2.31±0.15），实验组 HUVEC 中 Bcl‑2 mRNA 表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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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组 HUVEC 中促炎因子 IL‑1β、IL‑6 和 TNF‑α 的表

达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1），而抗炎因

子 IL‑10 的 表 达 水 平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P<0.05）。
见图 3。

注

实验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加入 30 μmol/L 胺碘酮，对照组

不加胺碘酮；Annexin V‑FITC：钙依赖性磷脂结合蛋白 V‑异硫氰

酸荧光素；
PI：
碘化丙啶；
C-+：
Annexin V‑FITC（-）/PI（+），
为坏死

实验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加入 30 μmol/L 胺碘酮，对照组

细胞；C++：Annexin V‑FITC（+）/PI（+），为晚期凋亡细胞；C+-：

注

V‑FITC（-）/PI（-），
为正常活细胞

死因子；a：以目的蛋白灰度值与 β‑actin 灰度值比值表示；b：P<

Annexin V‑FITC（+）/PI（-），为 早 期 凋 亡 细 胞 ；C- ：Annexin

2 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凋亡的 Annexin V‑FITC/PI 双染法

图1

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

Apoptosis of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detected

Fig 1

by flowcytometry after Annexin V‑FITC/PI double staining in the 2
groups

不加胺碘酮；β‑actin：β 肌动蛋白；IL：白细胞介素；TNF：肿瘤坏
c
0.05；
：
P<0.01

2 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炎症因子表达的蛋白质印迹法

图3

检测结果
Fig 3

A：
炎症因子蛋白电泳图；B：
炎症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Inflammatory cytokines expression of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in the 2 groups

A: Inflammatory cytokines protein electrophoretic map; B: Com‑
parison of expression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qRT‑PCR 法检测结果显示，对照组 HUVEC 中

IL‑10、IL‑1β、IL‑6 和 TNF‑α 的 mRNA 表达水平均为

（1.00±0.01），实 验 组 分 别 为（0.547±0.07）、
（1.55±
0.11）、
（2.77±0.23）和（1.88±0.15），实验组 HUVEC

注

实验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加入 30 μmol/L 胺碘酮，对照组

不加胺碘酮；β‑actin：β‑肌动蛋白；Bcl‑2：B 细胞淋巴瘤‑2；Bax：
a
Bcl‑2 相关 X 蛋白；
caspase‑3：半胱氨酸蛋白酶 3；
：以目的蛋白灰

度值与 β‑actin 灰度值比值表示；：
P<0.05；：
P<0.01
b

c

2 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凋亡相关蛋白表达的蛋白质印

图2

迹法检测结果
水平比较
Fig 2

A：
凋亡相关蛋白电泳图；B：
凋亡相关蛋白表达

Apoptosis‑related protein expression of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in the 2 groups
A: Apoptosis-related protein alectrophoretic map; B: Comparison of
expression levels of apoptosis related proteins

平 均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P<0.01），而 Bax mRNA 和
caspase‑3 mRNA 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1）。
2.3

胺碘酮对 HUVEC 炎症反应的影响

蛋白质印迹法检测结果显示，实验组和对照组

HUVEC 中炎症因子 IL‑10 表达水平分别为（0.28±

0.04）和（0.49±0.04），IL‑1β 分 别 为（1.03±0.06）和

（0.52±0.10），IL‑6 分 别 为（1.14±0.18）和（0.81±

0.09），TNF‑α 分别为（0.74±0.05）和（0.46±0.07），实

中抗炎因子 IL‑10 mRNA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1），而促炎因子 IL‑1β、IL‑6 和 TNF‑α mRNA
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 P<0.01）。
2.4

胺碘酮对 HUVEC 氧化应激的影响

以 对 照 组 HUVEC 检 测 值 为 100%，实 验 组

HUVEC 中 ROS 含量、SOD 活性和 GSH 含量分别为

（166.64±10.33）%、
（71.42±7.84）%和（57.85±6.87）%。
实验组 HUVEC 中 ROS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1），而 SOD 活性和 GSH 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均 P<0.01）。
3

讨论
胺碘酮相关静脉炎一直是临床护理中非常关

注的问题，严重静脉炎不仅会延长患者住院时间、
增加患者的住院费用，甚至可导致局部皮肤、软组
织坏死和上肢血栓性静脉炎，或被迫停止胺碘酮的
治疗［7‑9］。目前关于其发病机制的研究尚少，缺乏
有效的防治手段。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 10、20、30、60 μmol/L 胺碘

酮 作 用 24 h 的 各 加 药 组 HUVEC 活 力 与 对 照 组

（100%）相比分别为（88.82±2.64）%、
（74.96±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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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5±2.10）% 和（18.57±0.65）% ，经 30 μmol/L 胺
碘酮作用 6、12、24、36、48 h 的各实验组 HUVEC 活

力 与 对 照 组（100%）相 比 分 别 为（90.19±1.88）% 、

（82.81±2.51）%、
（75.33±1.37）%、
（65.76±1.85）%和

（47.01±3.29）%，各加药组或实验组分别与对照组

比较以及加药组之间或实验组之间两两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表明胺碘酮可显著

抑制 HUVEC 的活力，其抑制程度呈浓度和时间依

伤的血管内皮细胞中 GSH 水平显著降低，从而引
起 ROS 含量增加、细胞活力下降和线粒体膜电位去

极化。在本研究中，实验组 HUVEC 中 ROS 含量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166.64±10.33）% 比 100%，P<

0.01］，SOD 活 性 和 GSH 含 量 则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71.42±7.84）% 比 100%，
（57.85±6.87）% 比 100%，
均P<0.01］，
提示氧化应激损伤可能参与了静脉炎的
发生。

赖性。这与临床观察到胺碘酮输注浓度越高、时间
越长静脉炎发生风险越高的结果

一些研究发现，高糖诱导的血管内皮炎症因子
释放在内皮细胞障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20］，在

相似。

［8‑9］

以往的研究显示，胺碘酮可以通过活化内质网
应激、下调甲状腺球蛋白引起甲状腺炎

ADRJ，September 2021, Vol. 23, No. 9

糖尿病动物模型研究中也发现抑制炎症因子的分

。而内质

泌，可显著抑制内皮细胞活化和血管损伤［21-22］，说

网应激与氧化应激及细胞凋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

明炎症因子在血管内皮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在

［10］

系

；胺碘酮可作用于人肺上皮细胞线粒体，诱导

［11］

ROS 产生［12］，促进肺泡上皮细胞凋亡［13］，胺碘酮相

关肺毒性反应可能与此有关；
胺碘酮可作用于肝细

本研究中，实验组 HUVEC 中促炎因子 IL‑1β、IL‑6、
TNF‑α 的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1.03±

0.06）比（0.52±0.10），
（1.14±0.18）比（0.81± 0.09），

胞线粒体，激活 TNF‑α 依赖的氧化应激通路，导致

（0.74±0.05）比（0.46±0.07），均 P<0.01］，IL‑1β、IL‑6、

碘酮对靶器官的损伤与其诱导的靶细胞凋亡、炎症

［（1.55±0.11）比（1.00±0.01），
（2.77±0.23）比（1.00±

肝细胞的氧化应激损伤［14］。这些研究结果提示胺
反应和氧化应激有关。
内皮细胞的凋亡在各种疾病进展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15］，
血管内皮细胞凋亡可以导致血管屏障破
坏、血浆外渗、血栓形成，诱导静脉炎的发生［4‑5，16］。
Bcl‑2 是一种抗凋亡基因，在抑制细胞凋亡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而 Bax 是一种促凋亡基因，不仅可
以抑制 Bcl‑2 的活性，而且可以激活 caspase 酶系反

应促进细胞凋亡；caspase‑3 是凋亡程序的关键执行
者，在细胞凋亡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研

［17-19］

究结果显示实验组 HUVEC 凋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48.59% 比 16.34%，P<0.01）；促凋亡相关蛋白 Bax、

TNF‑α 的 mRNA 表 达 水 平 也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0.01），
（1.88±0.15）比（1.00±0.01），均 P<0.01］，而抗

炎因子 IL‑10 及其 mRNA 的表达水平均明显低于对
照 组［（0.28±0.04）比（0.49±0.04），P<0.05；
（0.55±

0.07）比（1.00±0.01），P<0.01］。杨婧等［23］的动物实
验结果显示，通过兔耳缘持续静脉输注胺碘酮 5 h

即可观察到静脉周围存在明显的炎性细胞浸润。
Zhang 等［4］的研究结果显示，长春瑞滨相关静脉炎
在使用抗炎药物干预后明显好转。上述研究结果

均提示炎症反应可能参与了胺碘酮诱导的静脉炎
的发生。

综上所述，胺碘酮可导致 HUVEC 损伤，这种损

caspase‑3 的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2.30±0.08）比

伤作用随胺碘酮的浓度和作用时间而增强；
胺碘酮

［（1.56±0.17）比（1.00±0.01），
（2.31±0.15）比（1.00±

HUVEC 损伤，但其具体作用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

（1.85±0.13），
（1.96±0.11）比（1.55±0.11）］，Bax 和
caspase‑3 mRNA 的 表 达 水 平 也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而抗凋

亡蛋白 Bcl‑2 和 Bcl‑2 mRNA 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

组［（0.41±0.02）比（0.64±0.06），P<0.05；
（0.55±0.19）
比（1.00±0.01），P<0.01］，证实胺碘酮可诱导内皮细
胞的凋亡，这可能与外周性胺碘酮相关静脉炎的发
生机制有关。

可能通过诱导细胞凋亡、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导致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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