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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pase1 活化在胆红素诱导的大鼠海马神经元损伤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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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1（caspase-1）活化及VX-765 在胆红素诱导大鼠海马神经元损伤中的作用。方法 原
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分为胆红素组、
对照组、
VX-765 组；
胆红素组给予胆红素（50 μmol/L），
对照组给予同体积药物溶剂二甲
基亚砜（DMSO），
VX-765 组在胆红素干预前 1 h 给予 VX-765（50 μmol/L）；
Western blot 检测 NLRP3、
活化 caspase-1 表达，
改良
MTT、乳酸脱氢酶（LDH）释放率及台盼蓝染色检测细胞相对存活率及死亡率，ELISA 法检测原代培养上清 IL-18 水平。结果
胆红素诱导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 3、
6 h，
NLRP3、
活化 caspase-1 蛋白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VX-765 干预后，
活化
caspase-1 表达与胆红素组相比明显降低（P<0.05）。分组干预细胞 24 h，
VX-765 组的相对存活率为（84.020±2.311）%，
明显高于
胆红素组（P<0.05），
低于对照组（P<0.05）；
VX-765组LDH释放率为（10.780±1.577）%，
明显低于胆红素组（P<0.05），
高于对照组
（P<0.05）；
VX-765 组台盼蓝染色阳性率为（5.580±1.234）%，
明显低于胆红素组（P<0.05），
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原代
培养的大鼠海马神经元中，
caspase-1活化参与胆红素神经毒性的发生，
VX-765抑制其活化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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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caspase- 1 activation in bilirubin- induced neuronal injury and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VX- 765 against bilirubin- induced neurotoxicity in cultured primary rat hippocampal neurons. Methods Cultured
primary rat hippocampal neurons were exposed to DMSO (control group), 50 μmol/L bilirubin, or 50 μmol/L bilirubin 1 h after
50 μmol/L VX-765 treatment. The expressions of NLRP3 and caspase-1 in the neurons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ting, and
the relative cell survival and death rates were assessed with a modified MTT assay, lactate dehydrogenase assay and Typan
blue staining. Interleukin-18 (IL-18) concentration in the culture supernatant was measured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Results In cultured primary rat hippocampal neurons, bilirubin exposure for 3 and 6 h caused
significant increases in the expressions of NLRP3 and activated caspase-1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Pretreatment of the cells with VX- 765 obviously suppressed bilirubin- induced activation of caspase- 1 (P<0.05). The relative
survival rate of the neurons was (84.02±2.31)% in VX-765 interven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bilirubin group
(P<0.05) but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LDH release rate in VX-765 intervention group was (10.78±1.58)%,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bilirubin group (P<0.05) but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ell death rate in
VX-765 intervention group was (5.58±1.23)%,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bilirubin group (P<0.05) but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 cultured primary rat hippocampal neurons, caspase- 1 activation plays a role in
bilirubin- induced neurotoxicity, and VX-765 treatment provides protection against bilirubin- induced neuronal injury by
inhibiting caspase-1 activation.
Keywords: bilirubin; neurotoxicity; hippocampal neurons; caspase-1; VX-765

高胆红素血症是新生儿常见的临床症状，
未结合胆
红素透过血脑屏障沉积于中枢神经系统，
导致部分患儿
发生胆红素诱导的神经功能障碍，
甚至胆红素脑病。在
近期，
国内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表明［1］，
国内 33 家医院
2009年共收治348例新生儿胆红素脑病患者，
可见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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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并不少见。虽然目前蓝光光疗、
换血等医疗技术
的降低了胆红素脑病的发生，但该治疗只能降低血
清未结合胆红素水平，
无法置换沉积于神经细胞的胆红
素，
不能逆转已发生的神经损伤。目前研究认为，
胆红
素透过血脑屏障沉积于神经细胞，通过氧化应激、内
质网应激、
神经退行性变等，
导致细胞死亡和神经炎症
［2-4］
发生 。但是研究表明通过各种方法调控神经细胞死
亡的相关途径并不能发挥有效的神经保护作用［5］，
而且，
调控胆红素诱导的炎症反应缺乏关键的靶点，
通过抑制
单一炎症因子释放发挥的保护效果也不理想。

·568·

http://www.j-smu.com

Caspase-1，
也称为 IL-1β转化酶，
是半胱氨酸天冬
氨酸特异性蛋白酶家族的一员，
近年来发现其在调控细
胞死亡和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可成为调控二
者的新靶点［6］。最初在感染性疾病中发现，
细菌、
病毒
等感染后可诱导 caspase-1 活化，
发生依赖于 caspase-1
的细胞程序性死亡［7-9］。近年来，
在细菌性脑膜炎、
创伤
性脑损伤和阿尔兹海默症等多种神经系统疾病中证
实 caspase-1 也发挥重要作用，活化的 caspase-1 剪切
IL-1β、
IL-18前体，
使之成为有活性的细胞因子，
参与炎
症反应，
导致细胞损伤甚至死亡，
抑制其活化可减少炎
症因子释放，
发挥神经保护作用［10-12］。本课题组前期研
究表明［13］，胆红素可诱导原代培养星形胶质细胞中
caspase-1 活化，抑制其活化可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VX-765 作为 caspase-1 特异性抑制剂，可透过血脑屏
障，
在癫痫的动物模型以及Ⅱ期临床研究中显示出良好
的安全性及治疗效果，
有良好的应用前景［14-15］。
本研究旨在探究 caspase-1 活化在胆红素诱导的
原代培养海马神经元中的作用，及应用 VX-765 抑制
caspase-1活化能否通过减少神经元死亡及减轻炎症反
应发挥神经保护作用，
为胆红素脑损伤的防治提供新的
方法。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
SPF 级 SD 大鼠（许可证号：SYXK（渝）2017-0012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体质量250±30 g，
雌雄1∶
1合笼，
见到脱落的阴栓为交配成功（孕0 d）。
1.2 试剂和仪器
DMED/F12 培养基、胎牛血清，B27（Gibco），胰蛋
白 酶 、多 聚 赖 氨 酸 、胆 红 素 、台 盼 蓝 、二 甲 基 亚 砜
（DMSO）、
3-（4，
5-二甲基噻唑-2）-2，
5-二苯基四氮唑溴
盐（MTT）
（Sigma），NLRP3、Caspase-1、β-actin 抗 体
（Abcam），
VX-765（Selleck），
LDH 细胞毒性试剂盒（碧
云天），
IL-18 ELISA检测试剂盒（武汉优尔生）。CO2细
胞培养箱（Thermo），酶标仪（Bio-Tek），ECL 成像仪
（Bio-Rad），
倒置相差显微镜（Olympus）。
1.3 方法
1.3.1 大鼠海马神经元原代培养 参照文献［16］，
无菌
条件下取孕17~19 d SD大鼠胎鼠，
快速断头取脑，
分离
海马置于DMED/F12培养基，
经机械剪碎、
胰酶消化制
备单细胞悬液，
调整密度后接种于多聚赖氨酸包被的T
75 cm2 培养瓶中，
5% CO2 细胞培养箱孵育。接种后 6~
10 h 用含2% B27无血清 DMED/F12 培养基全量换液，
之后每3 d半量换液1次。
1.3.2 药物配置及实验分组 胆红素溶于 DMSO 配成

17.1 mmol/L溶液，
-20 ℃保存，
实验时胆红素组加入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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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溶液50 μmol/L。VX-765溶于DMSO配成50 mmol/L
溶液，
-20 ℃保存，
实验时 VX-765 组加入 VX-765 溶液
50 μmol/L。细胞培养 5 d 后，
随机分为胆红素组、
对照
组、
VX-765组，
胆红素组给予胆红素（50 μmol/L），
对照
组给予同体积DMSO，
VX-765组在胆红素干预前1 h给
予VX-765（50 μmol/L）。
1.3.3 Western blot 检测细胞中caspase-1 及 NLRP3 蛋
白表达各组细胞干预至相应时间点，
用Western及IP细
胞裂解液提蛋白，
BCA法测定蛋白浓度后按照Western
blot 标准步骤进行电泳、
转膜，
5%脱脂牛奶封闭，
一抗
（caspase-1、
NLRP3 或 β-actin）4 ℃冷库孵育过夜，
洗膜
后二抗室温孵育1.5 h，
洗膜后ECL显影。
1.3.4 改良 MTT 法测定细胞相对存活率 改良 MTT
法，
检测胆红素作用24 h各组细胞的相对存活率。酶标
仪（波长570 nm）检测各孔吸光度A570 nm。对照组细胞存
活率标化为 100%，计算细胞相对存活率（%）=各组
A570 nm/对照组A570 nm×100%。
1.3.5 原代培养上清液 LDH 的测定 按照试剂盒说明
书操作，
酶标仪（波长 490 nm）检测胆红素作用 24 h 各
组细胞的吸光度A490 nm。LDH释放率（%）=（处理样品吸
光度-样品对照孔吸光度）
（细胞最大酶活性吸光度-样
/
品对照孔吸光度）×100%。
1.3.6 台盼蓝染色测定细胞死亡率 按照使用说明配置
台盼蓝溶液，
胆红素作用24 h后用细胞计数板于倒置相
差显微镜下计数各组细胞台盼蓝染色阳性率。细胞死
亡率（%）=染色细胞数/细胞总数×100%。
1.3.7 ELISA法检测原代培养上清液IL-18表达 细胞
分组处理后收集细胞培养上清液，
按照说明书，
酶标仪
（波长450 nm），
检测各孔吸光度，
建立回归方程计算得
到相应样品浓度（pg/mL）。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经正
态及方差齐性检验后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
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胆红素诱导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 NLRP3、
caspase-1表达情况
Western blot结果显示，
胆红素作用神经元3、
6 h活
化 caspase-1 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P<0.05），1、
12 和 24 h 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图 1A、
B）。胆红素作用神经元 3、
6 h NLRP3 表达与对照组相
比明显升高（P<0.05），
1、
12和24 h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
学差异（P>0.05，
图1A、
C）。
2.2 VX-765 对胆红素诱导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
caspase-1活化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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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胆红素诱导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各时间点NLRP3、
caspase-1表达
Fig.1 Western blotting for detecting expression of NLRP3 and activated caspase-1 in cultured rat hippocampal neurons
treated with bilirubin. 1: Control group; 2: Bilirubin treatment for 1 h; 3: Bilirubin treatment for 3 h; 4: Bilirubin
treatment for 6 h; 5: Bilirubin treatment for 12 h; 6: Bilirubin treatment for 24 h. *P<0.05, ***P<0.001 vs control group.

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
分组干预 3 h，VX-765 组活化 caspase-1 表达明显低于
胆红素组（P=0.0063），
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
0.05，
图2A、
C）。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分组干预6 h，
VX-765 组活化 caspase-1 表达明显低于胆红素组（P=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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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
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图2B、
D）。
2.3 胆红素、
VX-765对细胞相对存活率的影响
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分组干预 24 h，
对照组、
胆红素组和 VX- 765 组的相对存活率分别为 100%，
（57.340±3.104）%，
（84.020±2.311）%。VX-765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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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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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组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3、
6 h caspase-1表达
Fig.2 VX- 765 treatment for 3 h (A, C) and 6 h (B, D) inhibits caspase-1 activation after bilirubin exposure as shown by
Western blotting. UCB: Bilirubin group; VX-765: VX-765+bilirubin group. **P<0.01, ***P<0.001 vs control group; ##P<0.01
vs bilirubi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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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存活率较胆红素组明显提高（P<0.001），
低于对照
组（P<0.001，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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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各组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台盼蓝染色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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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组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相对存活率（改良MTT法）
Fig.3 Relative survival rates of hippocampal neurons assessed
using a modified MTT assay. UCB: Bilirubin group; VX-765: VX765 + bilirubin group. ***P<0.001 vs control group, ###P<0.001vs
bilirubin group.

2.4 胆红素、
VX-765对LDH释放率的影响
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分组干预24 h，
对照组、胆
红素组和 VX-765 组的 LDH 释放率分别为（6.524±
0.332）%，
（19.540±1.497）%，
（10.780±1.577）%。VX765 组 LDH 释放率较胆红素组明显减少（P<0.001），
高
于对照组（P=0.000，
图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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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各组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LDH释放率（比色法）
Fig.4 LDH release rate in the hippocampal neurons
assessed using calorimetric method. UCB: Bilirubin group;
VX- 765: VX- 765 + bilirubin group. ***P<0.001 vs control
group, ###P<0.001 vs bilirubin group.

2.5 胆红素、
VX-765对细胞死亡率的影响
各组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分组干预24 h，
在倒
置相差显微镜下观察计数，
对照组、
胆红素组和VX-765
组 的 台 盼 蓝 染 色 阳 性 率 分 别 为（2.575 ± 0.126）% ，
（12.580±2.474）%，
（5.580±1.234）%。VX-765 组台盼
蓝染色阳性率较胆红素组明显降低（P=0.0006），
高于对
照组（P=0.0424，
图5）。
2.6 胆红素、
VX-765对原代培养大鼠海马神经元IL-18
释放的影响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胆红素诱导
各时间点，
对照组、
胆红素组和VX-765组相比上清液中
IL-18含量均低于试剂盒可检测的下限。

Fig.5 Result of Typan blue staining of the hippocampal
neurons. UCB: Bilirubin group; VX-765: VX-765+bilirubin
group. *P<0.05, ***P<0.001 vs control group; ###P<0.001vs
bilirubin group.

3 讨论
游离胆红素作为脂溶性的小分子物质，
既可作为外
源性信号作用于 Toll 样受体（TLRs），
又可直接进入细
胞，
激活胞内炎症相关信号通路，
导致胆红素诱导的神
经功能障碍。本研究为了更好地模拟临床中高胆红素
血症患儿血清胆红素水平，
根据实验室和临床研究报道
选择 50 μmol/L 胆红素浓度，
符合绝大多数患儿血清胆
［17-19］
红素水平 。结果表明在该浓度胆红素诱导下可导致
原代培养海马神经元 caspase-1 活化，
破坏胞膜完整性
使 LDH 大量释放，降低细胞活性，细胞死亡率明显升
高；VX-765 可抑制 caspase-1 活化，减少 LDH 释放，提
高细胞活性，
显著降低细胞死亡率。但值得注意的是，
胆红素作用后原代培养神经元的上清中 IL-18 的含
量远低于可检测的下限。文献报道在相同条件下，
IL-1β的含量也低于可检测的范围［20］。表明胆红素诱导
caspase-1 活化使神经元损伤死亡，
可能不是通过促进
IL-1β、IL-18 成熟释放，加剧炎症反应这一途径实现
的。Le Feuvre 等发现［21］，
caspase-1 参与 ATP 刺激导致
的巨噬细胞死亡，
caspase-1 −/−组细胞 LDH 释放显著减
少，
细胞存活率明显增加，
但是 IL-1β−/−、
IL-18 −/−却不能
发挥相同的保护作用。由此可见，
该实验中 caspase-1
活化导致巨噬细胞损伤死亡，
不是 IL-1β、
IL-18 释放引
［22］
起炎症反应导致的。Kotas 等发现 ，
caspase-1 在调节
−/−
脂质代谢中发挥作用，
caspase-1 组老鼠甘油三酯的清
除较对照组显著加快，
血清甘油三酯循环和脂肪酸含量
−/−
也明显减少，
而IL-1β 、
IL-18−/−组老鼠的脂肪代谢水平
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明显变化。综上可知，
剪切释放炎症
因子 IL-1β、
IL-18，
促进炎症反应并不是 caspase-1 发挥
作用的唯一途径。虽然，
在多种疾病的体内外实验中证
实，
caspase-1活化促进炎症因子释放、
导致细胞损伤，
但
是，
caspase-1的作用复杂且广泛。有研究报道，
在角质
细胞、肝细胞、心肌细胞等非免疫性细胞中，活化的
caspase-1 通过调控细胞保护反应、组织修复、细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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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等发挥保护性作用，而且 caspase-1 活化不伴随 IL1β、
IL-18等炎症因子的释放增加［23-25］。UVB诱导原代培
养皮肤角质细胞的 caspase-1 活化，发挥保护作用［24］。
肝细胞经历氧化应激后，
活化 caspase-1 限制线粒体活
性氧的过度释放，
发挥保护作用［25］。因此，
在不同刺激
条件下、
不同类型细胞中，
caspase-1发挥的作用可能不
完全相同，
具体的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NLRP3炎症小体是炎性体NLR家族成员之一，
由
NOD 样受体家族成员 NLRP3、凋亡相关点样蛋白和
caspase-1 前体构成，是目前研究最多的一种炎症小
体［26］。它不仅能被细菌、
病毒等病原体激活，
还能被体
内自身产生的
“危险信号”
如：
ATP、
尿酸盐、
淀粉样蛋白
［10-11, 27］
等激活
。Caspase-1 调节脂质代谢不通过炎症因
子IL-1β、
IL-18途径，
仍依赖于NLRP3炎症小体，
而且脂
肪刺激可导致NLRP3炎症小体活化，
参与脂肪代谢的调
［22］
节（具体不详）
。本研究在胆红素作用原代培养的神经
元中发现，
NLRP3 蛋白的表达与 caspase-1 活化随胆红
素作用时间出现一致性变化。据此推测，
本研究中胆红
素作为刺激因素可能激活NLRP3炎症小体。但是，
炎症
小体如何调控 caspase-1 发挥作用，
是否还有其他机制
参与caspase-1介导的胆红素神经毒性，
目前仍不清楚。
综上所述，在原代培养的大鼠海马神经元中，
caspase-1活化参与胆红素神经毒性的发生，
VX-765抑
制 caspase-1 活化，
发挥神经保护作用。该发现可能成
为防治胆红素脑损伤潜在的新靶点，
但具体机制尚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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