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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PDE5 抑制剂介导 ASK1/JNK 蛋白低表达对输尿管梗
阻大鼠肾组织损伤保护机制研究
马晓倩，纪金宏，唐 菲，何昆仑
[ 摘要 ] 目的 探究 PDE5 抑制剂介导 ASK1/JNK 蛋白低表达在输尿管梗阻大鼠肾组织损伤中的保护机制。

方法 选取 40 只 SPF 级 SD 雄性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N 组），模型组（M 组），刺芒柄花素组（F 组），PDE5 抑制剂组

（P 组），每组 10 只，对 M、F、P 组采用输尿管结扎法进行输尿管梗阻建模，N 组不建立该模型，建模成功后，对 F 组灌

胃 50 mg/kg 的刺芒柄花素，对 P 组灌胃 12 mg/kg 的 PDE5 抑制剂，N 组、M 组同期给与灌胃同体积生理盐水。全自动
生化检测仪检测大鼠肾功能，HE 染色法及 Masson 染色法检测肾组织损伤情况，免疫组化法检测肾组织 PDE5 阳性
表达，免疫印迹法检测大鼠肾组织 ASK1/JNK 蛋白表达。结果

与 N 组比较，M 组肾脏指数、Scr 及 BUN 含量、肾组

织中 PDE5 阳性表达及 ASK1、JNK 蛋白表达明显增多（P<0.05）。与 M 组比较，F、P 两组肾脏指数、Scr 及 BUN 含量、
肾组织中 PDE5 阳性表达及 ASK1、JNK 蛋白表达减少（P<0.05），且 P 组比 F 组降低显著（P<0.05）。N 组肾组织未见

明显病理变化，肾间质无明显纤维组织增生，而 M 组肾小管可见肾小管上皮细胞出现萎缩、脱落和坏死，可见大量

纤维组织增生。与 M 组比较，F 组、P 组肾小球、肾小管情况明显改善，肾间质纤维化增生程度明显减轻。与 B 组比
较，A 组肾小管上皮细胞中 ASK1、JNK 蛋白表达降低（P<0.05）。结论 PDE5 抑制剂可有效改善输尿管梗阻大鼠肾
组织损伤，提高肾功能，抑制 PDE5 水平，其机制可能与降低 ASK1/JNK 蛋白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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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mechanism of low ASK1/JNK protein expression mediated by PDE5
inhibitor in renal injury in rats with ureteral ob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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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otective mechanism of low ASK1/JNK protein expression mediated by
PDE5 inhibitor in renal tissue injury in rats with ureteral obstruction. Methods Forty SPF SD male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group (group N), model group (group M), formononetin group (group F), and PDE5 inhibitor group
(group P), with 10 rats in each group. Ureteral obstruction modeling was performed by ureteral ligation in M, F, and P
groups, while the model was not established in the N group. The group F was given 50 mg/kg formononeforin by ga‐
vage. The group P was given 12 mg/kg PDE5 inhibitor by gavage. Group N and group M were given the same volume
of normal saline by gavage at the same time. Automatic biochemical detector was used to detect renal function. HE
staining and Masson staining were used to detect renal tissue damage.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PDE5 in renal tissue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ASK1/JNK in renal tissue was detected by West‐
ern blot. Results Compared with group N, renal index, Scr and BUN content, positive expression of PDE5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ASK1 and JNK in renal tissu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group M (P<0.05). The renal index, Scr
and BUN content, positive expression of PDE5,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ASK1 and JNK in renal tissue were decreased
in the group F and P (P<0.05), and the group P decreased more that in the group F (P<0.05). Pathological change was
not observed in the group N while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shrink, fall off and necrosis, numerous fibrous tissue hy‐
perplasia were observed in the group M.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M, glomerular, renal tubules, renal interstitial fibrosis
hyperplasia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group F and P.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B,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ASK1 and JNK in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in group A were decreased (P<0.05). Conclusion PDE5 inhibitor can ef‐
fectively improve renal tissue injury, improve renal function and inhibit PDE5 level in rats with ureteral obstruction.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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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reducing the expression of ASK1 / JNK protein.
[ Key words ] PDE5 inhibitor; ASK1 / JNK; Ureteral stem; Renal tissue injury

输尿管梗阻是临床上最常见的尿路梗阻类型， 保护机制进行研究探讨，为临床治疗输尿管梗阻提
属于慢性肾病的一种，会导致输尿管功能障碍及肾
供理论基础。
损伤，若不及时治疗很可能会导致尿路感染、肾积
水，甚至是肾衰竭，因此探寻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
1 材料与方法
对其的预防及早期治疗具有深远意义 [1-2]。肾脏纤
1.1 材料 动物材料：本实验选取斯贝福（北京）生
维化是慢性肾病进展到终末期肾病的最终转归，故
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 40 只 SPF 级 SD 雄性大鼠
如何延缓和抑制肾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己成为肾病 （合格证书为：SCXK（京）2019-0087），体质量 150~
专业医生与患者共同面对的共识与挑战[3]。近年来
200 g，大鼠单笼喂养，室温生长，模仿昼夜交替，昼
有研究发现，内质网应激诱导的细胞凋亡是导致肾
夜各 12 h，在常温下进行无菌自由进食、饮水 2 周，
纤 维 化 的 重 要 因 素 ，其 中 凋 亡 信 号 调 节 激 酶 1
按照《实验动物管理条例》规定进行实验。
（apoptotic signal regulated kinase 1,ASK1）及氨基末
1.2 仪器与试剂 本研究所用到的仪器及试剂如
端激酶（jun N-terminal kinase,JNK）在细胞因子及应
表 1 所示。
激诱导的细胞凋亡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4]。磷酸二
1.3 实验步骤
酯酶 5（phosphodiesterase 5,PDE5）是机体内一种重
1.3.1 分组与模型制备 选取 40 只 SPF 级 SD 雄性
要的水解酶，广泛分布于前列腺、膀胱及尿道等部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N 组），模型组（M 组），刺芒
位，其可特异性的水解一种细胞内关键第二信使环
柄花素组（F 组），PDE5 抑制剂组（P 组），每组 10 只。
磷酸鸟苷，而环磷酸鸟苷是维持机体生物学稳态的
取 M、F、P 组大鼠用 10% 水合氯醛进行麻醉，无菌
重要因子，所以近年来医学专家对 PDE5 抑制剂的
条件下游离右侧出输尿管，用缝合线在肾盂处和输
研究和开发表现出了极大热情[5]。但其在输尿管梗
尿管上处分别结扎，并从两结扎点中间剪断输尿
阻 方 面 研 究 较 少 ，因 此 本 文 就 PDE5 抑 制 剂 介 导
管，将其置于原位后，局部给与适量青霉素药粉，随
ASK1/JNK 蛋白表达对输尿管梗阻大鼠肾组织损伤
后逐层缝合伤口，术后切口处碘伏消毒，清理血迹
表 1 仪器及试剂一览表
仪器/试剂

型号/批号

生产厂家

刺芒柄花素

YG10167

上海韵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PDE5 抑制剂

EY-21711

上海一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肾小管上皮细胞

4100

上海中乔新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Selectra E

上海玉研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高速冷冻离心机

5024R

德国 Eppendorf 公司

光学显微镜

CX-60

日本 OLYMPUS 公司

自动包埋机

EG1150

德国 Leica 公司

苏木素染液

H9627

H9627

伊红染液

AG1100-100ml

上海吉至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丽春红酸性品红染色液

SY1448

北京伊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甲苯胺蓝染色液

SY1246

北京伊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病理影像分析系统

Mias2000-P2

湖北徕克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免疫组化试剂盒

YDDEF001

上海羽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B 显色试剂盒

YT8204

北京伊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蛋白抽提试剂盒

KGP250

江苏凯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DS-PAGE 凝胶电泳试剂盒

KGP113

江苏凯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CL 检测试剂盒

KGP1123

江苏凯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PDE5 抗体

IMG-3794

厦门慧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K1 抗体

FNab00640

武汉菲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NK 抗体

100960-T10

北京义翘神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柠檬酸盐缓冲液（0.01M，pH6.0）

ZKP0789

深圳子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GAPDH)抗体

60004-1-Ig

美国 Proteintech 公司

生理盐水

YT3740

北京伊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聚甲醛

158127

Sigma-AldrichLLC.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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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意观察渗血情况，当大鼠出现精神萎糜、形体
瘦弱、粪便时软或不成形等现象时，则视为建模成
功 ，N 组 不 建 立 该 模 型 ，同 期 给 与 同 体 积 生 理 盐
水。建模成功后，对 F 组灌胃 50 mg/kg 的刺芒柄花
素，对 P 组灌胃 12 mg/kg 的 PDE5 抑制剂，两组均 1/
d，持续 14 d，N 组、M 组同期给与灌胃同体积生理
盐水 [1] 。
1.3.2 检测步骤 ①标本采集：各组大鼠在实验结
束后使其安乐死并称重，然后取双肾，PBS 冲洗后
称重，4% 多聚甲醛固定 48 h，进行常规梯度脱水、
透明、浸蜡、石蜡包埋切片处理后放入冰箱中密封
保存，同时于腹主动脉取血，在 3000 r/min 的条件下
离心 10 min（离心半径为 8 cm），取上清液置于离心
管中，放入冰箱中密封保存。②大鼠肾功能检测：
取各组大鼠血清，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中
血 肌 酐（serum creatinine,Scr）及 尿 素 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实验应严格按照仪器及试剂盒说明
书进行操作。③大鼠肾组织 HE 染色：取部分肾组
织，进行脱蜡、复水处理，然后用苏木素-伊红染液
进行 HE 染色，除去多余染液后，梯度乙醇脱水、二
甲苯透明，中性树胶封片处理，用光学显微镜进行
组织病理学观察。④大鼠肾组织 Masson 染色：取部
分肾组织，进行脱蜡、复水处理，然后用苏木素染色
10 min，流水冲洗后，加入 1% 的盐酸乙醇分化 5 s，
水洗，再用丽春红酸性品红溶液染色 10 min，0.2%
的醋酸水洗 5 min，1% 的磷酸铝分化 5 min，甲苯胺
蓝溶液染色 5 min，水洗后 60℃烘干，梯度乙醇脱
水、二甲苯透明后中性树胶封片处理，用光学显微
镜进行组织病理学观察，并用病理影像分析系统分
析计算出肾间质纤维化面积，即测定间质纤维化面
积占同视野小管间质总面积的百分比。⑤大鼠肾
组织中 PDE5 检测：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取部分肾
组织，二甲苯脱蜡，乙醇进行梯度水化后，3% 过氧
化氢封闭 15 min 以进行组织抗原修复，完成后 PBS
洗涤 3 次，然后用 10% 的山羊血封闭 30 min，加入
稀释后的 PDE5 一抗（1:100），4℃孵育过夜，PBS 洗
涤 3 次，室温平衡 30 min，加入生物素标记的二抗，
37℃孵育 30 min，PBS 洗涤 3 次，用 DAB 显色试剂盒
进行显色 10 min，水洗后乙醇梯度脱水，二甲苯透
明，中性树胶封片后用电子显微镜进行观察。 ⑥
大鼠肾组织中 ASK1/JNK 蛋白表达检测：免疫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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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取部分肾组织，剪碎后加入 1 mL RIPA 裂
解液，充分搅拌后冰上裂解 10 min，在 4℃、12 000 r/
min 条件下离心 20 min（离心半径为 8 cm），取上清
液，用 BCA 法测定蛋白表达，首先制作浓度梯度的
BSA 标准品及 BCA 工作液，然后将各组蛋白调整至
等浓度后加入 BCA 工作液，用电泳仪进行电泳，电
泳完成后将凝胶上蛋白用半干法转移至甲醇活化
的 PVDF 膜 上 ，转 膜 、封 闭 后 ，加 入 稀 释 的 ASK1、
JNK 的一抗（1∶1000），4 ℃摇床振荡孵育过夜后洗
膜；加入稀释的 ASK1、JNK 二抗（1：5000），37 ℃轻
摇，然后在室温下孵育 2 h；洗膜后，用 ECL 荧光试
剂 盒 测 定 结 果 ，计 算 与 GAPDH 比 值 求 得 ASK1、
JNK 蛋白的相对表达含量。⑦体外细胞实验：取对
数生长的肾小管上皮细胞，一组给与 PDE5 抑制剂
记为 A 组，一组给与等体积生理盐水，记为 B 组，免
疫印迹法检测 ASK1/JNK 蛋白表达。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3.0 进行统计分析，
实验数据符合正太分布及方差齐性，描述采用均
数 ± 标 准 差（x±s）；多 组 比 较 采 用 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事后检验采用 SNK 法或 t 检验进行组间两两比
较，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大鼠肾功能相关指标检测结果 与 N 组
比较，M 组肾脏指数、Scr 及 BUN 含量明显增多（P<
0.05），与 M 组比较，F、P 两组肾脏指数、Scr 及 BUN
含量减少（P<0.05），且 P 组肾脏指数、Scr 及 BUN 含
量比 F 组降低显著（P<0.05）。见表 2。
2.3 各组大鼠 HE 染色结果 N 组肾组织结构、肾小
球、肾小管形态正常且排列整齐，未见系膜细胞与
基质增生及硬化肾小球组织等损伤情况，而 M 组肾
小管可见空泡样变性和明显皮质扩张，肾小管上皮
细胞出现萎缩、脱落和坏死，且可见大量炎性细胞
浸润，而与 M 组比较，F 组、P 组肾小球、肾小管情况
明显改善，
炎细胞浸润等现象明显减轻。见图 1。

图 1 各组大鼠肾组织 HE 染色（×200）

表 2 肾功能相关指标检测结果
组别

n

肾脏指数（%）

Scr（μmol/L）

BUN（mmol/L）

N组

10

5.35±0.95

46.75±8.14

5.75±0.24

M组

10

19.25±2.46

F组

10

12.59±1.04

P组

10

6.34±0.91*#a

*

*

86.95±13.13

*#

18.95±3.03*

*#

65.88±12.02

12.88±2.02*#

51.25±11.97*#a

7.67±1.11*#a

F

16.670

8.229

13.730

P

<0.001

<0.001

<0.001

肾脏指数=（肾质量/体质量）×100%，与 N 组比较，*P＜0.05，与 M 组比较，#P＜0.05，与 F 组相比，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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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各组大鼠各组 Masson 染色结果 N 组可见细
胞核呈红色，肾间质无明显纤维组织增生，而 M 组
可见大量纤维组织增生，肾间质胶原相对面积增
大，与 M 组比较，F 组、P 组肾间质纤维化增生程度、
炎性细胞浸润程度明显减轻，肾间质胶原相对面积
明显缩小。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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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图 7。

图 6 各组大鼠肾组织中 ASK1、JNK 蛋白表达
*
#
a
与N组比较，
P＜0.05，
与M组比较，
P＜0.05，
与 F 组比较，
P＜0.05

图7
图 2 各组大鼠 Masson 染色下肾间质纤维化面积
*
#
a
与N组比较，
P＜0.05，
与M组比较，
P＜0.05，
与F组比较，
P＜0.05

各组大鼠肾组织中 ASK1、JNK 蛋白表达电泳图

2.6 体外实验结果 与 B 组比较，A 组肾小管上皮
细 胞 中 ASK1、JNK 蛋 白 表 达 显 著 降 低（P<0.05）。
见图 8，图 9。

图 3 各组大鼠肾组织结构 Masson 染色（×200 倍）

2.4 各组大鼠肾组织中 PDE5免疫组化结果 与 N 组
比较，
M 组肾组织中 PDE5阳性表达升高（P<0.05），
与
M 组比较，F、P 两组肾组织中 PDE5 阳性表达降低
（P<0.05），且 P 组肾组织中 PDE5 阳性表达比 F 组降
低显著（P<0.05）。见图 4，图 5。

图 8 各组肾小管上皮细胞中 ASK1、JNK 蛋白表达
与 A 组比较，*P＜0.05

图 9 各组肾小管上皮细胞中 ASK1、JNK 蛋白表达电泳图

图 4 各组大鼠肾组织中 PDE5 的阳性表达
*
#
a
与N组比较，
P＜0.05，
与M组比较，
P＜0.05，
与 F 组比较，
P＜0.05

图 5 各组大鼠肾组织 PDE5 免疫组化染色（×200）

2.5 各组大鼠肾组织中 ASK1/JNK 蛋白表达结果
与 N 组比较，M 组肾组织中 ASK1、JNK 蛋白表达升
高（P<0.05），与 M 组比较，F、P 两组肾组织中 ASK1、
JNK 蛋 白 表 达 降 低（P<0.05），且 P 组 肾 组 织 中
ASK1、JNK 蛋白表达比 F 组降低显著（P<0.05）。见

3 讨 论
输尿管梗阻一般是由先天或后天因素导致的
输尿管发生缩窄、
变性、
扭曲、
损伤的一种慢性肾病，
而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不断变化，该病的患病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6]。输尿管梗阻的治疗及预后都不容
乐观，这导致其已经成为全球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之一，这对患者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的负担，因
此探寻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就显得尤为重要[7]。
本文研究发现，与 M 组比较，F、P 两组肾脏指
数、Scr 及 BUN 含量显著减少，且 P 组比 F 组降低显
著，这说明 PDE5 抑制剂可显著改善大鼠肾功能。
刺芒柄花素为异黄酮类化合物，有研究表明其在抗
细胞凋亡、改善肾脏病理损伤及肾功能等方面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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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位，可对肾脏起到保护作用[8]。而 PDE5 抑
从而诱导细胞凋亡和形态学改变，进而导致包括肾
制剂是临床上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一线药物，其具
脏疾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18-19]。而对于输尿管梗阻
有免疫调节、抗炎、抗聚集等作用，同时也可广泛用
大鼠，PDE5 抑制剂可能是通过抑制 PDE5 的表达，
[9]
于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以及下尿路综合症等疾病 。 来增加环磷酸鸟苷的浓度使其发挥特有的生物学
Scr 是含氮的有机物代谢的终产物，BUN 则是蛋白
作用，从而抑制内质网应激等应激反应，抑制相关
质代谢的终产物，这两者是反应肾功能的重要指
上游信号激活等，从而抑制 ASK1 过度活化，进而减
标[10]。输尿管梗阻造成的肾损伤会导致肾小球毛
轻其下游 JNK 通路激活，抑制上皮细胞凋亡，减少
细血管的孔径大小与电荷屏障出现异常，从而促使
炎症反应及纤维化，最终对肾脏起到一定保护作
肾的代谢滤过作用降低，进而导致 Scr 及 BUN 过度
用。张思琪研究发现[20]，刺芒柄花素能够保护肾间
蓄积，最终对机体产生毒害作用，并进一步对肾功
质纤维化大鼠的肾功能，降低 ASK1、JNK 蛋白的表
[11]
能造成影响 。而对于输尿管梗阻大鼠，PDE5 抑
达，从而阻止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所致的肾间质纤
制剂可能是通过抑制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影响细
维化，这与本研究结果类似。
胞因子表达，调节糖脂代谢、细胞增殖及凋亡等，来
综上所述，PDE5 抑制剂可有效改善输尿管梗
阻大鼠肾组织损伤，提高肾功能，抑制 PDE5 水平，
增强大鼠肾功能，修复肾损伤，从而减少 Scr 及 BUN
其机制可能与降低 ASK1/JNK 蛋白表达有关。
沉积，进而降低其毒害作用，最终改善肾功能。许
[12]
春花等 研究发现，西地那非能减轻肾纤维化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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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移植途径的移植效率，探索更加优化的干细胞移
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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