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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 miR-92b 与信号通路 PI3K/Akt 在糖尿病肾病中的相关性遥 方法 选取 8 周龄的 C57BL/6 雄性
小鼠 12 只袁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和糖尿病肾病组袁利用枸橼酸钠建立糖尿病肾病小鼠模型曰选取人肾小管上皮
HK-2 细胞 12 瓶袁随机分为高糖组尧低糖组和左旋葡萄糖组袁用高糖刺激建立糖尿病肾病细胞模型遥 利用实时荧

光定量 PCR 检测小鼠肾脏组织和细胞中 miR-92b 表达水平袁Western blot 检测小鼠肾脏组织和细胞中 Akt 和 PAkt 的表达水平遥 结果 糖尿病肾病组和高糖组 miR-92b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渊P<0.05冤袁而 P-Akt/Akt 表达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渊孕约园援园缘冤遥 将信号通路 孕陨猿运/粤噪贼 抑制剂 蕴再圆怨源园园圆 加入到高糖诱导的糖尿病肾病细胞模型

中袁信号通路 PI3K/Akt 被抑制的同时袁miR-92b 表达显著升高渊孕约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 糖尿病肾病时袁miR-92b 与 PI3K/
Akt 的表达呈负相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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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R -92b and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Methods Twelve 8-week-old male C57BL/6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a diabetic nephropathy group. The diabetic nephropathy mouse model was established using sodium citrate. 12 bottles
of human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HK-2 cell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high glucose group, low glucose

group and L-glucose group. The diabetic nephropathy cell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high glucose stimulation. The ex鄄
pression levels of miR-92b in mouse kidney tissues and cells were detected by RT-PCR.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Akt

and P-Akt in mouse kidney tissues and cell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92b in the kidney tissue and cells of the diabetic nephropathy model group was sig鄄
nificantly lower (P<0.05),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Akt/Ak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 The PI3K/Akt signal鄄

ing pathway inhibitor LY294002 was added to the high glucose-induced diabetic nephropathy cell model. While PI3K/

Akt signaling pathway was inhibite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92b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Conclusion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miR-92b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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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渊Diabetic nephropathy袁DN冤是由糖尿

进胃癌细胞的生长袁而此信号通路又在 DN 足细胞

引起全球终末期肾脏疾病的主要病因之一 遥 由于

变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5]遥 提示 miR-92b 与

病长期迁延不愈而致的肾脏微血管并发症袁已是当前
[1]

导致DN 的病因复杂多样袁医学治疗效果有限袁目前
临床仍不能彻底治愈 DN袁只能维持治疗袁延缓进展至

终末期肾病遥 有研究表明 袁microRNA-92b渊miR-92b冤
[2]

可通过激活 DOC-2/DAB2 相互作用蛋白渊DAB2 in
teractive protein袁DAB2IP冤下游信号通路 PI3K/AKT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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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尧系膜细胞凋亡和肾小管细胞间质化等关键病

PI3K/AKT 信号通路可能在 DN 病理变化中具有一定

的相关性袁目前国内外尚未见与此相关的文献报道遥 因

此袁为深入研究 DN 的发病机制袁寻找治疗 DN 新的靶
基因袁本研究拟初步探究 miR-92b 与 PI3K/AKT 信号
通路在 DN 中的表达情况及相关性袁为进一步深入研

究 miR-92b 与 PI3K/AKT 信号通路在 DN 病理变化
过程中的具体机制做准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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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雄性 C57BL/6 小鼠渊上海斯莱克公司冤曰人肾小管

上皮 HK-2s 细胞株渊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库冤曰小鼠
代谢笼渊美国 Columbus冤曰链佐星渊美国 Sigma冤曰miR-

zyme袁NAG冤遥 处死小鼠袁称体重后解剖小鼠袁取肾组

织袁记录各组小鼠肾脏重量袁计算肾指数渊肾重量/小
鼠体重冤遥
1.5 细胞培养和处理

HK-2 细胞培养于 RPMI-1640 培养基中袁选取对

92 引物渊广州瑞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冤曰SYBRGreen鄄

数生长期细胞袁传代于 24 个细胞瓶中袁按实验要求平

联硕冤曰胰酶渊美国 Gibco冤曰LY294002 抑制剂渊北京百

和+LY294002 的 HG 组尧LG 组尧DG 组遥 -LY294002 的

Master渊瑞士 Roche冤曰DMEM 培养基及胎牛血清渊上海

奥莱博科技有限公司冤曰鼠源性 P-Akt 及 Akt 单克隆

抗体尧抗 茁-actin 抗体尧辣根过氧化物酶 HRP渊英国

Abcom 冤 曰 RNA 提 取 试 剂 盒 及 反 转 录 试 剂 盒 渊 瑞 士
Roche冤曰BSA 封闭液及 RIPA 裂解液渊北京索莱宝科
技有限公司冤曰PVDF 膜渊美国 MiLipore冤曰CO2 培养箱

渊美国 Thermo冤曰MyCycler PCR 扩增仪渊美国伯乐公司冤曰
实时定量 PCR 仪渊美国 Life Technologies冤遥

分为 6 组袁分别为-LY294002 的 HG 组尧LG 组尧DG 组
HG 组尧LG 组和 DG 组细胞按 1.3 实验方法进行高糖

刺激袁+LY294002 的 HG 组尧LG 组和 DG 组细胞用高

糖 刺 激 的 同 时 加 入 LY294002 渊25 滋mol/L冤袁 加 入
LY294002 1 h 后收集细胞袁为进行 RT-PCR 做准备遥
1.6 RNA 提取与 RT-PCR 检测

按照 RNA 提取试剂盒操作说明书对小鼠肾组织

1.2 糖尿病肾病小鼠模型的建立

和 HK-2 细胞进行总 RNA 提取袁然后紫外分光光度

尿病肾病实验组渊Dia 组冤和正常对照组渊Con 组冤袁禁

说明书将 RNA 逆转录为 cDNA遥 然后配制 RT-PCR

下腹注射用枸橼酸-枸橼酸钠缓冲液配制的链佐星溶

的 SYBR Green Mix 和 10 滋L 无菌蒸馏水袁共 20 滋L冤遥

把 12 只 C57BL/6渊8 周龄冤雄性小鼠随机分为糖

食 12 h 后称体重并测量空腹血糖遥 Dia 组按 70 mg/kg左

液袁两日注射 1 次袁共 3 次曰Con 组也按 70 mg/kg 左下
腹注射枸橼酸-枸橼酸钠缓冲液袁2 d 注射 1 次袁共 3 次遥
两组小鼠在同一动物房内分笼饲养袁标准饮食袁每
3 天换一次垫料袁并观察小鼠饮水尧饮食尧排尿的变

化遥 连续 3 d 随机测定两组小鼠血糖值袁若 Dia 组小鼠
血糖值逸16.67 mmol/L袁建立的糖尿病模型已达标遥再
继续喂养 3 个月袁DN 小鼠模型渊1 型冤基本建立成功遥
1.3 糖尿病肾病细胞模型的建立

以人肾小管上皮细胞 HK-2 为实验对象袁采用高

糖诱导的方法建立糖尿病肾病细胞模型遥 按实验要求

培养 12 瓶 HK-2 细胞袁随机分为三组院高糖组渊HG 组冤尧

计检测 RNA 浓度及纯度袁并按照反转录试剂盒操作

混合反应体系渊2 滋L 的 cDNA尧0.8 滋L 的 RT 引物尧6.4 滋L
反 应 条 件 为 50益 袁2 min曰95益 袁10 min曰95益 袁15 s曰

60益袁1 min曰增至 40 个循环遥 PCR 仪把 U6 作为内参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遥
1.7 Western blot 检测
用裂解液对小鼠肾脏组织及 HK-2 细胞进行裂

解后袁4益袁12 000 rpm袁离心 5 min袁取上清分装至 0.5 mL
离心管中遥测定蛋白质浓度袁并用酶标仪在 562 nm 处
测定紫外吸收峰袁算出蛋白浓度后并对蛋白样品进行

处理遥 配制分离胶和堆积胶袁电泳袁转膜袁封闭袁双抗
4益孵育袁蛋白显影遥 用 Image J 图像分析软件对实验
结果进行灰度分析遥

低糖组渊LG 组冤和左旋葡萄糖组渊DG 组冤袁每组 4 瓶遥

1.8 统计学方法

加入干预因素刺激 24 h袁HG 组用 25 mmol/L 右旋葡

析袁计量资料用渊x依s冤表示袁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袁多

25 mmol/L左旋葡萄糖刺激遥 24 h 后收集细胞用于

统计学意义遥

tran 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袁RT -PCR冤 及

2 结果

三组细胞均以无血清培养基饥饿 24 h 后袁按实验要求
萄糖刺激曰LG 组用 5 mmo/L 右旋葡萄糖刺激曰DG 组用
RNA 的反转录和 cDNA 的聚合酶链式扩增渊Reverse
免疫印迹试验渊Western blot冤遥

1.4 小鼠标本的收集及指标测定

小鼠造模期间每周称体重袁每隔 2 周经小鼠尾静

脉取血液标本并测血糖值遥 处死小鼠前 1 d 用代谢笼
收集 24 h 尿液标本袁检测尿液中微量白蛋白渊Mi鄄

croalbunminuria袁MAU冤和尿 N-乙酰-茁-D 氨基葡萄糖
甙渊Urinary N-acetylbeta-D glucosamine glucoside en鄄

本研究所得数据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组间比较采用 one-way A nova 检验袁P<0.05 为差异有

2.1 建立糖尿病肾病小鼠模型的结果
糖尿病肾病小鼠模型建立后袁测两组小鼠体重尧

肾指数尧血糖遥 与 Con 组相比袁Dia 组体重明显降低
渊P<0.01冤袁肾指数尧血糖显著升高渊P<0.001冤遥 见图 1遥
同时为了验证 Dia 组小鼠合并肾脏并发症袁测小鼠 24 h
尿液中 MAU尧NAG 含量遥与 Con 组相比袁Dia 组 MAU尧
NAG 含量显著升高渊P<0.05冤遥 见图 2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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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miR-92b尧P-Akt 和 Akt 在糖尿病肾病细胞模型

***

**

中的表达检测

采用高糖针对 HK-2s 细胞株进行 24 h 诱导建立

***

糖尿病肾病细胞模型袁通过对各组细胞 miR-92b 的
Con 组 Dia 组

Con 组 Dia 组

Con 组

图 1 造模后小鼠体重尧肾指数尧血糖变化情况

Dia 组

粤院小鼠体重变化曰月院小鼠肾指数变化曰悦院小鼠血糖变化

达量降低渊P<0.001冤遥 见图 5遥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细
胞中 P-Akt 和 Akt 表达水平袁与 LG 组相比袁HG 组细
胞中 P-Akt/Akt 比值明显升高渊P<0.05冤遥 见图 6遥

注院与 Con 组比较袁**P<0.01袁***P<0.001

**

*

Con 组

表达检测分析袁与 LG 组相比袁HG 组 miR-92b 明显表

***

Dia 组

Con 组

Dia 组

图 2 造模后小鼠尿液中 MAU尧NAG 的含量

粤院小鼠尿液中 酝粤哉 的含量曰月院小鼠尿液中 晕粤郧 的含量

HG 组 LG 组 DG 组

注院与 Con 组比较袁*P<0.05袁**P<0.01

图 5 各组细胞中 miR-92b 的表达水平

2.2 miR-92b尧P-Akt 和 Akt 在糖尿病肾病小鼠模型

注院与 Con 组比较袁***P<0.001

中的表达检测

通过对小鼠肾脏组织 miR-92b 的表达分析袁发

*

现 Dia 组明显低于 Con 组渊P<0.05冤遥 见图 3遥 通过
Western blot 对小鼠肾脏组织 Akt尧P-Akt 显影袁灰度
分析发现袁与 Con 组相比袁Dia 组 P-Akt/Akt 比值明显
升高渊P<0.05冤遥 见图 4遥

*

HG 组

LG 组

DG 组

HG 组 LG 组 DG 组

图 6 各组细胞 Akt 和 P-Akt 的表达

粤院粤噪贼尧孕原粤噪贼 蛋白 宰藻泽贼藻则灶 遭造燥贼 检测条带曰月院孕原粤噪贼 与 粤噪贼 蛋白灰度

比值

注院与 Con 组比较袁*P<0.05

2.4 加入抑制剂 LY294002 后糖尿病肾病细胞模型中
Con 组

miR-92b 的表达检测

Dia 组

仍选用 HK-2 为研究对象袁通过 RT-PCR 分析

图 3 小鼠肾组织中 miR-92b 的表达水平
注院与 Con 组比较袁*P<0.05

加入 LY294002 后各组细胞中 miR-92b 的表达量袁

-LY294002 的 HG 组细胞中 miR-92b 表达量仍然明

*

显低于-LY294002 的 LG 组渊P<0.001冤遥 而+LY294002

的HG 组细胞中 miR-92b 表达量明显高于-LY294002

的 HG 组渊P<0.001冤和 LG 组渊P<0.05冤及+LY294002 的
LG 组渊P<0.001冤遥 见图 7遥
Dia 组

Con 组

Con 组

图 4 小鼠肾组织 Akt 和 P-Akt 蛋白的表达

Dia 组

粤院粤噪贼 与 孕原粤噪贼 蛋白 宰藻泽贼藻则灶 遭造燥贼 检测条带曰月院孕原粤噪贼 与 粤噪贼 蛋白灰

度比值

注院与 Con 组比较袁*P<0.05

46

CHINA MODERN DOCTOR Vol. 59 No. 30 October 2021

3 讨论

DN 不仅是糖尿病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袁也是引

起糖尿病死亡的主要病因之一遥目前袁DN 临床治疗尚
无有效的治疗措施袁除非肾移植袁但肾移植不仅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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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HG 组 LG 组 DG 组

HG 组 LG 组 DG 组

图 7 加入 LY294002 后各组细胞中 miR-92b 的表达
注院与-LY294002 的 HG 组比较袁***P<0.001曰与 LY294002 的 LG 组

比较袁*P<0.05曰与+LY294002 的 LG 组比较袁***P<0.001

难寻袁移植后需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袁还不能防止 DN

的再发生和改善其他糖尿病并发症遥 随着病情的蔓
延袁患者将最终因肾功能衰竭而死亡遥DN 的病变涉及
到多种因素袁如代谢尧高血压尧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等袁它们或单一因素或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 DN[6-7]遥
因 DN 病因复杂袁本研究对防治 DN 的有效措施难以
寻找遥

miRNA 的发现为研究 DN 的基因病变和基因治

疗指明了新的方向遥 miRNA 是一种在生物种内高度保
守的小非编码 RNA 分子袁主要通过信使 RNA渊mR鄄

NA冤的翻译抑制或降解来调节各种基因表达袁从而调

节机体正常发育和各种疾病的病理演变过程[8-12]遥 以往

学者的研究表明袁miR-92b 作为一种癌基因袁其异常
表达与肿瘤大小尧肿瘤分化和较差的总体生存率密切

相关袁如胃癌尧乳腺癌尧宫颈癌等[2袁13-14]遥 本研究显示袁无

提是 PI3K 被激活遥数十年已经过去了袁PI3K/Akt 通路
由于其有多种功能袁仍然是当今科研的热点遥 已有研
究表明袁机体高血糖时袁异常表达的 miRNA 可通过激
活的 PI3K/Akt 通路发挥其调节机制[19-21]遥 本研究体内
实验结果显示袁与 Con 组相比袁Dia 组小鼠肾组织 PAkt/Akt 比值升高曰体外实验结果显示袁与 LG 组相比袁
HG 组细胞 P-Akt/Akt 比值同样升高遥 P-Akt/Akt 比值
升高袁说明 DN 时 PI3K 被激活袁Akt 磷酸化水平升高袁
即 PI3K/Akt 通路被激活袁这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
一致遥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袁DN 时 miR-92b 表达下调袁
信号通路 PI3K/Akt 活性表达上调遥那么是否在 DN 病
变过程中 miR-92b 与信号通路 PI3K/Akt 存在关联
性钥 为此袁本研究仍以 HK-2 细胞为研究对象袁向高糖
诱导的 DN 细胞模型中加入 PI3K 抑制剂 LY294002袁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细胞中的 miR-92b遥 结果发
现袁与-LY294002 的 HG 组尧-LY294002 的 LG 组和+
LY294002 的 LG 组相比袁+LY294002 的 HG 组 miR92b 表达水平升高袁说明当 DN 病变时袁抑制信号通路
PI3K/Akt 可以上调 miR-92b 表达水平遥
综上所述袁DN 病变时袁miR-92b 表达下调袁miR92b 表达水平与 PI3K/Akt 活性呈负相关性遥 此次研究
仅对 miR-92b 和 PI3K/Akt 在 DN 病变时的表达变化
及其关联性进行了初步研究袁但为进一步研究 miR92b 与 PI3K/Akt 在 DN 病变中的具体调节机制和寻
找治疗 DN 新的靶基因做了预实验准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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