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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发光二极管照射对大鼠高糖视网膜血管内皮细
胞中的光生物调节作用及其机制ꎮ
方法:大鼠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随机分为三组:正常对照
组、高糖模型组、高糖模型发光二极管照射组ꎬ高糖模型发
光二极管组的细胞在造模 ４８ｈ 后开始采用发光二极管对
培养箱中的细胞进行照射ꎮ ＭＴＴ 细胞凋亡实验检测各组
细胞凋亡率ꎻ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各组视网膜血管内皮
细胞胞内钙离子变化ꎻ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法检测各组磷酸化丝
氨酸－苏氨酸激酶(Ｐ－ＡＫＴ)蛋白表达ꎮ
结果:正常对照组、高糖模型组、高糖模型发光二极管照射
组凋 亡 率 分 别 为 ７ ５４％ ± ２ ６７％ꎬ ３１ ６９％ ± ５ ７４％ꎬ
２１ ６５％±３ ５２％(Ｐ<０ ０５)ꎮ 正常对照组细胞质微弱 Ｃａ２＋

荧光染色呈现出绿色的荧光ꎬ其荧光像素值为１９２ ６５±
５０ ５４ꎻ高糖模型组中ꎬ细胞质呈现较强烈的绿色荧光ꎬ其
荧光像素值为７１０ ６９±１００ ３８ꎻ发光二极管照射组中ꎬ绿色
荧光像素值为 ４３０ ４７±８０ ６７ꎬ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ꎬ但明
显低于高糖模型组ꎮ 三组间细胞中内 Ｃａ２＋荧光像素值有
差异 ( Ｐ < ０ ０５)ꎮ 这三组细胞 Ｐ － ＡＫＴ 蛋白量分别为
１０ ２６±２ ４７、２ ３５±０ １６、７ ４６±１ ６４(Ｐ<０ ０５)ꎮ
结论:高糖环境抑制苏氨酸激酶通路活性ꎬ对大鼠视网膜
血管内皮细胞钙稳态产生影响ꎬ促使细胞凋亡ꎬ低强度的
发光二极管照射可激活苏氨酸激酶通路ꎬ降低高糖引起的
细胞凋亡率ꎮ
关键词:发光二极管ꎻ大鼠ꎻ血管内皮细胞ꎻ光生物ꎻ机制
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２０.８.０８

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ｒａｔｓ ｂｙ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ｅｎｇ－Ｊｉｕ Ｚｈａｎｇꎬ Ｌｉ－Ｍｉｎ Ｚｈａｎｇꎬ Ｈｏｎｇ－Ｊｉｅ Ｗａｎｇꎬ
Ｈａｉ－Ｂｏ Ｌｉꎬ Ｈａｉ －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ꎬ Ｘｉａｎｇ －Ｄｏｎｇ Ｐｅｎｇꎬ
Ｊｉａｎ－Ｌ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６１４６５００１)ꎻ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Ｎｏ.ＮＪＺＹ１８２１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ｆｅ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Ｃｈｉｆｅｎｇ ０２４００５ꎬ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Ｆｅｎｇ － Ｊｉｕ Ｚｈａ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ｆｅ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Ｃｈｉｆｅｎｇ
０２４００５ꎬ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ｚｆｊ１２３７ ＠
１２６.ｃｏ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２０１９－１１－１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２０２０－０７－０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Ｍ: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ＬＥＤ)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ａｔ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ｎ
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Ｒａｔ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ｈｉｇｈ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ｈｉｇｈ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ｇｒｏｕｐ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ｕｓｅ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ｕｂａｔｏｒ ４８ｈ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ｓ ａｒｅ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ｅｄ. ＭＴＴ ｃｅｌ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ꎻ ｌａｓｅｒ ｃｏｎｆｏ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ｉｎ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ꎻ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ｓｅｒｉｎｅ－ｔｈｒｅｏｎ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Ｐ－ＡＫ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ｈｉｇｈ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７. ５４％ ± ２. ６７％ꎬ
３１ ６９％±５ ７４％ꎬ ａｎｄ ２１.６５％±３.５２％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 .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 ｗｉｔｈ ｗｅａｋ
Ｃａ２＋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ｇｒｅｅｎ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 ｐｉｘｅ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１９２.６５±５０.５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ｓｕｇ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ｇｒｅｅｎ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ｐｉｘｅｌ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７１０. ６９ ± １００. ３８.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ｐｉｘｅｌ ｖａｌｕｅ ｗａｓ ４３０. ４７ ± ８０. ６７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ｂｕ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ｓｕｇ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 Ｃａ２＋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ｐｉｘｅ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ｓｅｒｉｎｅ－ｔｈｒｅｏｎ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Ｐ－ＡＫ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ｃｅｌｌｓ ｗａｓ １０.２６± ２.４７ꎬ ２.３５± ０.１６ꎬ
７ ４６±１.６４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Ｈｉｇｈ －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９３３１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０ꎬ Ｎｏ.８ Ａｕｇ.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ｏｎ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ｔ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Ｌｏｗ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ｅｄ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ｒｅｏｎ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ｒａｔ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ｇｌｕｃｏｓ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ｓꎻ ｒａｔｓꎻ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ꎻ 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ｌｏｇｙꎻ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Ｚｈａｎｇ ＦＪꎬ Ｚｈａｎｇ ＬＭꎬ Ｗａｎｇ ＨＪꎬ ｅｔ ａｌ. 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ｒａｔｓ ｂｙ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 ２０２０ꎻ２０(８):１３３９－１３４２

０引言
在临床中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ꎬ

ＤＲ)是致盲的主要疾病[１]ꎮ 为此ꎬ研究 ＤＲ 的发病机制、
预后治疗手段等ꎬ成为临床普遍关注的重点ꎮ 该疾病的发
病机制较为复杂ꎬ影响因素较多ꎮ 现阶段ꎬ在医学技术发
展的新形势下ꎬ细胞学分析疾病的发病机制ꎬ已成为临床
研究热点[２－３]ꎮ 光生物调节作用ꎬ借助低强度淡色光、激
光等ꎬ对组织或是细胞具有非损伤的调节性作用ꎮ 目前发
光二极管(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ꎬＬＥＤ)作为一种新型光源在
医疗领域应用迅速发展ꎬ一定功率和能量密度的 ＬＥＤ 照
射能激活靶细胞ꎬ发挥与相干光源类似的生物学效应ꎮ 基
于此ꎬ本研究为了明确 ＬＥＤ 对大鼠高糖视网膜血管内皮
细胞的光生物调节作用ꎬ加以探究ꎮ
１材料和方法
１.１材料
１.１.１细胞来源 　 原代大鼠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美国
Ａｎｇｉｏ－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ｅ 公司)购自博士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ꎮ
１.１.２ 主要试剂及仪器 　 胎牛血清、Ｄ－Ｈａｎｋｓ 液、胰蛋白
酶、兔抗大鼠 β－ａｃｔｉｎ 单克隆抗体、兔抗大鼠 ｐ－Ａｋｔ 单克隆
抗体、ＨＲＰ 标记山羊抗兔 ＩｇＧ 二抗(美国 Ｓｉｇｍａ 公司)及其
相关配套试剂、细胞凋亡试剂盒及其相关配套试剂、流式
细胞仪、激光扫描共焦显微镜(美国 ＤＢ 公司)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细胞培养及分组　 原代大鼠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在
培养瓶中培养 ４８ｈ 后传代培养ꎬ以 ５×１０５ / ｍＬ 的密度接种
于 ２４ 孔细胞培养板中ꎬ培养时间为 ２４ｈꎬ细胞贴壁后使用
无血清培养液ꎮ 继续培养 ２４ｈꎮ 根据实验方案分组:正常
对照组、高糖模型组、发光二极管照射高糖组ꎮ 各组均避
光静置于培养箱内ꎮ 高糖细胞模型组培养基葡萄糖浓度
及干预时间采用我们前期研究的结果:２５ｍｍｏｌ / Ｌ 葡萄糖
浓度干预 ４８ｈ[４]ꎮ
１.２.２发光二极管照射　 本组的细胞在造模 ４８ｈ 后开始照
射ꎮ 将细胞放置于培养箱中ꎬ采用发光二极管红光光源对
培养箱中的细胞进行照射ꎬ参照相关文献[５]具体照射的
参数值为最大功率 １Ｗꎬ光源波长 ６００ｎｍꎬ中心光功率密度
６.５２ｍＷ / ｃｍ２ꎮ 光源与细胞要距离至少超过 ２ｃｍꎬ光斑的
直径为 ２.０ｃｍꎬ连续照射时间为 ３５０ｓꎬ１２ｈ 后再次照射ꎬ共
计照射次数为 ３ 次ꎮ
１.２.３ ＭＴＴ 细胞凋亡实验检测各组细胞凋亡率 　 将细胞
制成 ５×１０５个 / ｍＬ 细胞悬液ꎬ按照 １００μＬ / 孔接种至 ９６ 孔
板ꎬ按细胞分组处理各孔细胞ꎬ继续培养 ２ ~ ６ｈꎬ直至细胞

完全贴附ꎮ 按体积分数 １０％的比例加入 ＭＴＴ 工作液ꎬ
３７℃孵育 ２ｈꎬ将板中培养基倒掉ꎬ每孔加入 ２００μＬ ＤＭＳＯꎬ
酶标仪检测 ４９０ｎｍ 波长下吸光度(Ａ４９０)值ꎬ每组设 ６ 个复
孔ꎬ重复测量 ３ 次ꎬ取平均值ꎮ
１.２.４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内钙离
子变化　 Ｆｌｕｏ－４ / ＡＭ 负载入细胞:取出培养 ４ｄ 的视网膜
血管内皮细胞ꎬ激光共聚焦培养皿皿底及周围用 ＤＭＥＭ
培养液润洗 ３~４ 次ꎬ滴加 Ｆｌｕｏ－４ / ＡＭ(５μｍｏｌ / Ｌ)与 ０.０２％
Ｐｌｕｒｏｎｉｃ Ｆ１２７ 的混合溶液ꎮ 细胞置于 ３７℃ 恒温培养ꎬ避
光ꎬ孵育 ３０ｍｉｎꎻ取出后加入少量 ＤＭＥＭ 培养基覆盖细胞ꎻ
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对钙离子进行实时检测ꎮ 其方法为:
用不含酚红的 ＤＭＥＭ 培养基洗涤 ３ 次ꎬ每次 ３ｍｉｎ 后ꎬ继续
稳定 ２０ｍｉｎꎻ检测荧光强度ꎬ设置激发波长 ４８８ｎｍꎬ绿色荧
光接 收 通 道 ＢＰ: ５００ ~ ５５０ｎｍꎬ 红 色 荧 光 接 收 通 道
ＬＰ>５８０ｎｍꎮ
１.２.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法检测各组磷酸化丝氨酸－苏氨酸激
酶(Ｐ－ＡＫＴ)蛋白表达　 收集各组细胞ꎬ采用蛋白裂解液
冰上 振 荡 裂 解 ２０ｍｉｎꎮ ４℃ 条 件 下ꎬ １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 离 心
１５ｍｉｎꎬ收集上清液ꎬ采用 ＢＣＡ 蛋白定量法测量蛋白质量
浓度ꎮ 按比例加入 １ / ４ 体积的 ４ 倍上样缓冲液ꎬ１００℃煮
沸 ５ｍｉｎ 进行变性ꎬ４℃ 条件下ꎬ１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 离心 ５ｍｉｎꎬ取
上清ꎮ 按每孔 ２０μｇ 蛋白上样量ꎬ用质量分数 １０％聚丙烯
酰胺凝胶电泳进行电泳分离ꎬ再用湿法转膜将蛋白转印至
ＰＶＤＦ 膜上ꎬ用质量分数 １％ ＢＳＡ 封闭后ꎬ孵育一抗和相应
二抗ꎬ其中一抗稀释倍数均为 １ ∶ １０００ꎬ二抗稀释倍数为
１ ∶ ５ ０００ꎻ之后用 ＥＣＬ 发光液及显影液定影液进行蛋白的
显影定影ꎬ最终胶片读取数据ꎬ用 Ｉｍａｇｅ Ｊ 软件进行灰度分
析ꎮ 以 β－ａｃｔｉｎ 为内参照ꎬ计算各目的蛋白相对表达水
平ꎬ并计算 Ａｋｔ 磷酸化比率ꎮ 每个样本设置 ６ 个复孔ꎬ同
一样本重复测量 ３ 次ꎬ取平均值ꎮ

统计学分析: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统计软件对统计数据进

行处理ꎬ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ꎮ 多组间
的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ꎬ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 ＬＥＤ照射对细胞凋亡的影响　 三组细胞凋亡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１６ ８９１ꎬＰ<０ ０１)ꎮ 正常对照组的
细胞凋亡率显著低于高糖模型组、发光二极管照射组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１２ ０６３ꎬ Ｐ < ０ ０１ꎻ ｔ ＝ １０ ０９９ꎬ Ｐ <
０ ０１)ꎻ发光二极管照射组的细胞凋亡率显著低于高糖模
型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４ ７１５ꎬＰ<０ ０１)ꎬ见表 １ꎮ
２ ２ ＬＥＤ照射对细胞内 Ｃａ２＋浓度变化的影响　 正常对照
组中细胞质微弱 Ｃａ２＋荧光染色ꎬ呈绿色荧光ꎬ细胞核为蓝
色荧光ꎻ高糖模型组中ꎬ细胞质呈现较强烈的绿色荧光ꎻ发
光二极管照射组中ꎬ绿色荧光明显的高于正常对照组ꎬ但
明显低于高糖模型组ꎬ见图 １ꎬ经荧光像素分析三组间细
胞中内 Ｃａ２＋荧光像素值具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１５ ８４６ꎬＰ<
０ ０５)ꎮ 正常对照组的 Ｃａ２＋荧光像素值显著低于高糖模型
组、发光二极管照射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４ ５７７ꎬＰ<
０ ０１ꎻｔ＝ ７ ９００ꎬＰ<０ ０１)ꎻ且发光二极管照射组内 Ｃａ２＋荧
光像素值显著低于高糖模型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６ ８８１ꎬＰ<０ ０１)ꎬ见表 １ꎮ
２ ３ ＬＥＤ 照射对细胞中 Ｐ－ＡＫＴ 蛋白表达的影响 　 三组
细胞中 Ｐ －ＡＫＴ 蛋白表达明显不同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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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ＬＥＤ照射对细胞内 Ｃａ２＋浓度变化的影响(×４００)　 Ａ:正常对照组ꎻＢ:高糖模型组ꎻＣ:发光二极管照射组ꎮ

表 １　 三组间细胞凋亡率和 Ｃａ２＋浓度变化及 Ｐ－ＡＫＴ蛋白表达量比较 ｘ±ｓ
组别 样本量 细胞凋亡率(％) Ｃａ２＋浓度变化 Ｐ－ＡＫＴ 蛋白表达量

正常对照组 １０ ７ ５４±２ ６７ １９２ ６５±５０ ５４ １０ ２６±２ ４７
高糖模型组 １０ ３１ ６９±５ ７４ ７１０ ６９±１００ ３８ ２ ３５±０ １６
发光二极管照射组 １０ ２１ ６５±３ ５２ ４３０ ４７±８０ ６７ ７ ４６±１ ６４

　 　
Ｆ １６ ８９１ １５ ８４６ １２ ６９４
Ｐ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０１

(Ｆ＝ １２ ６９４ꎬＰ<０ ０１)ꎮ 正常对照组的 Ｐ－ＡＫＴ 蛋白表达
高于高糖模型组、发光二极管照射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９ １１４ꎬＰ<０ ０１ꎻｔ＝ ２ ７７３ꎬＰ＝ ０ ０１４)ꎻ发光二极管照射
组的 Ｐ－ＡＫＴ 蛋白表达高于高糖模型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ｔ＝ ９ ８０７ꎬＰ<０ ０１)ꎬ见表 １ꎮ
３讨论

高血糖是 ＤＭ 最基本的病理生理状态ꎬ在 ＤＭ 血管并
发症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ꎮ 高血糖导致的血管渗
透性增加ꎬ炎症和内皮细胞损伤是 ＤＲ 发生发展的基础ꎮ
在 ＤＭ 的进展过程中ꎬ高血糖导致慢性微血管损伤ꎬ使得
约 １ / １０ 的患者出现增生性 ＤＲ(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Ｒꎬ ＰＤＲ)或
糖尿病性黄斑水肿ꎬ严重威胁患者视力[６]ꎮ 但针对 ＤＲ 目
前仍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或药物ꎮ 通过现阶段临床研究
发现发光二极管照射方式对一些组织细胞的光生物调节
作用较为明显[７－８]ꎮ 为此ꎬ本研究重点分析了发光二极管
的价值ꎮ

在本次研究中ꎬ通过分析发光二极管照射对大鼠高糖
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的光生物调节作用及其机制ꎬ发现上
述照射方式ꎬ对光生物调节的作用较为显著ꎮ 通过对本次
研究结果的分析ꎬ发现以模拟的方式ꎬ对体外与体内高血
糖状态加以评估ꎬ能够了解到在 ２５ｍｍｏｌ / Ｌ 的葡萄糖培养
基下ꎬ可实现对抗凋亡 Ｐ－ＡＫＴ 蛋白通路的抑制ꎬ且对视网
膜血管内皮细胞钙稳态产生较大的影响ꎮ 一般来说ꎬ细胞
在人体可能会出现钙超载情况ꎬ此种现象会导致细胞代谢
异常[９－１０]ꎮ 多种细胞的生存、凋亡信号ꎬ主要是利用
Ｐ－ＡＫＴ蛋白信号途径的抑制进行传导的ꎮ Ｐ－ＡＫＴ 蛋白参
与到调节细胞的分裂活动、分化活动或是凋亡活动中ꎮ 苏
氨酸激酶是磷酸化丝氨酸的下游靶蛋白ꎬ多种细胞因子能
够与受体相结合ꎬ产生 Ｐ－ＡＫＴ 蛋白亚单位ꎬ从而实现对苏
氨酸激酶活化的诱导ꎮ 在维持细胞正常结构、功能过程
中ꎬ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在正常状态时ꎬ细胞借助
系列性的转运机制ꎬ可保障患者体内低钙情况ꎮ 而多种外
在因素的影响致使钙失衡ꎬ对细胞膜与线粒体造成的响应

损伤等ꎬ均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快细胞的不可逆性死亡ꎮ 而
高糖对于 Ｐ－ＡＫＴ 蛋白信号通路作用的抑制机制ꎬ尚需要
深入探究ꎮ

依据本研究结果ꎬ发光二极管照射对大鼠高糖视网膜
血管内皮细胞的光生物调节作用机制加以总结ꎮ 其作用
机制突出体现为ꎬ利用线粒体、信号转导表达的方式ꎬ能有
效实现光生物的调节[１１]ꎮ 通常情况下ꎬ对于功能不正常
的组织、细胞等ꎬ光生物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ꎮ 但是ꎬ对于
正常功能的组织或是细胞来说ꎬ光生物调节并不能够起到
较好的作用和影响ꎮ 也就是说ꎬ仅在较为特定的状况下ꎬ
选择相对合理的参数ꎬ使细胞康复作用得以发挥ꎮ 发光二
极管是亮度较高、效率较高且寿命较长的固体性光源ꎬ具
有新颖性ꎮ 目前ꎬ多项研究认为低强度的发光二极管ꎬ光
生物调节作用较为明显[１２－１３]ꎮ 现阶段对于光生物学的调
节作用剂量关系ꎬ对于照射的剂量、时间和强度等ꎬ均具
有明显的差异ꎮ 本次研究中结果显示ꎬ正常对照组的细
胞凋亡率显著低于高糖模型组、发光二极管照射组ꎬ发
光二极管照射组的细胞凋亡率显著低于高糖模型组ꎮ
正常对照组的 Ｐ－ＡＫＴ 蛋白表达高于高糖模型组、发光
二极管照射组ꎬ发光二极管照射组的 Ｐ－ＡＫＴ 蛋白表达
高于高糖模型组ꎮ 可以证实ꎬ低强度的发光二极管照
射ꎬ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抗凋亡的 Ｐ－ＡＫＴ 蛋白通路ꎬ细
胞凋亡数目有所减少ꎬ且细胞膜离子通道得以开启ꎬ可
对钙信号传导产生直接性的影响ꎮ 此外ꎬ经过低强度发
光二极管照射ꎬ高糖模型组、正常对照组的差距比较明
显ꎮ 分析其原因ꎬ高糖细胞模型组在照射实验中ꎬ采用
的培养基为 ２５ｍｍｏｌ / Ｌ 的葡萄糖ꎬ这与我们前期研究工
作相一致[４] ꎮ

目前ꎬ光生物调节治疗的临床研究较为广泛ꎬ但是在
ＤＲ 患者治疗的应用ꎬ尚且存在不够深入现象ꎮ 本次研究
中ꎬ通过对低强度发光二极管照射对大鼠高糖视网膜血管
内皮细胞光生物调节作用的观察ꎬ可明确高糖对于
Ｐ－ＡＫＴ蛋白表达的抑制、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钙稳态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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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大的影响ꎬ促使细胞凋亡ꎬ激活 Ｐ －ＡＫＴ 蛋白的同
时ꎬ可将其看作 ＤＲ 的辅助治疗手段ꎮ

综上所述ꎬ高糖环境可有效抑制苏氨酸激酶通路活
性ꎬ对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钙稳态产生影响ꎬ促使细胞凋
亡ꎬ低强度的发光二极管照射可激活苏氨酸激酶通路ꎬ降
低高糖引起的细胞凋亡率ꎮ
参考文献
１ 刘荣ꎬ 李斌ꎬ 胡维琨ꎬ等. 高糖环境诱导视网膜细胞衰老的实验研
究.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２０１４ꎻ３２(１１):９７０－９７４
２ Ｓｕｎ Ｑꎬ Ｋｉｍ ＨＥꎬ Ｃｈｏ Ｈ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ｄ ｌｉｇｈｔ－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ＨＫ１ / ＮＦ － κＢ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ｋｅｒａｔｉｎｏｃｙｔｅｓ. Ｊ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Ｐｈｏｔｏｂｉｏｌ Ｂ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８ꎻ １８６(５):５５－５６
３ 陆骏ꎬ 秦瑜ꎬ 肖文玮ꎬ 等. ＦＯＸＯ４ 对高糖环境下视网膜血管内皮细
胞氧化应激和凋亡的影响.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１８ꎻ１８(１２):２１４６－２１５０
４ 张凤久ꎬ 张丽敏ꎬ 林安岭ꎬ 等. 视网膜血管内皮细胞高糖模型糖浓
度及培养时间的筛选.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１７ꎻ１７(１):３０－３３
５ 尚林ꎬ 吴华ꎬ 王翔宇ꎬ 等. 发光二极管红光照射对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增殖的影响.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９ꎻ４１(１０):７２７－７３０
６ 李扬ꎬ 胡钦瑞ꎬ 王斌ꎬ 等. Ｈｅｄｇｅｈｏｇ 蛋白对人视网膜微血管内皮细

胞功能的影响及其可能的信号通路.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２０１９ꎻ３７
(９):７１３－７１８
７ 张丽敏ꎬ 张凤久ꎬ 林安岭ꎬ 等. 发光二极管照射对高糖培养的视网

膜神经元凋亡的光生物调节作用及其机制.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２０１７ꎻ３５(７):５９１－５９６
８ 李彦红ꎬ 张继刚ꎬ 徐艳峰ꎬ 等. 发光二极管 ６３０ｎｍ 红光和 ４６０ｎｍ 蓝

光照射对日本大耳白兔皮肤创面愈合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ꎻ３９(３):３０１－３０６
９ 赵铭ꎬ 贾航欢ꎬ 徐曼ꎬ 等. 内质网－细胞膜连接对细胞内钙稳态的

影响及其在心血管疾病中的意义. 生理学报 ２０１６ꎻ６８(４):５１７－５２４
１０ Ｋｅｍｐｅｒ Ｆꎬ Ｂｅｃｋｅｒｔ Ｅꎬ 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ｔ Ｒꎬ ｅｔ ａｌ. Ｌｉｇｈｔ ｆｉｌｔｅｒ ｔａｉｌｏｒｉｎｇ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ｉｌｖｅｒ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ｉｍｉｎｅ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ｓ. ＲＳＣ
Ａｄｖ ２０１７ꎻ ７(６６):４１６０３－４１６０９
１１ 邱明丽ꎬ 傅雪莲ꎬ 崔璨. 光生物调节在糖尿病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中华糖尿病杂志 ２０１９ꎻ１１(７):４９６－４９９
１２ 刘江ꎬ 范广涵ꎬ 刘承宜. 用于细胞及组织培养的低强度 ＬＥＤ 生物

光源. 激光杂志 ２００３ꎻ２４(４):７８－８０
１３ 赵子君ꎬ 张国龙ꎬ 王秀丽. 低强度光在皮肤病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国际皮肤性病学杂志 ２０１７ꎻ４３(５):２７３－２７６

２４３１

国际眼科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第 ２０ 卷　 第 ８ 期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电话: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电子信箱:ＩＪＯ.２０００＠ １６３.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