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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着斑激酶介导信号通路在瓣膜性心房颤动
心房纤维化中的研究
张培德，李飞，乔恩，王巍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北京 100037）

【摘要】 目的 探索 FAK 在瓣膜性心房颤动（房颤）患者纤维化心房中的变化，并对其介导的下游信号通
路进行探究。方法 共有 45 例二尖瓣疾病患者纳入本次研究，根据有无房颤分为瓣膜房颤组（VAF，AF>6 个月，
25 例）和窦性心律组（SR，20 例）。术中获取心耳组织，分别进行组织学病理检测和蛋白免疫印迹。观察心房纤
维化程度以及 FAK 及其下游通路在纤维化心肌中的变化。结果

本研究揭示了瓣膜性房颤心房纤维化程度较

高，细胞排列紊乱。通过探究 FAK 及下游通路的变化，发现房颤组成纤维细胞分化标志蛋白 α 平滑肌肌动蛋白
（α-SMA）表达明显升高，FAK 及下游 AKT/S6K 通路蛋白表达均发生上调，而另一条信号通路 ERK1/2 信号通路未
见明显变化。结论 瓣膜性房颤心房纤维化是心房结构重塑的一个重要标志,胶原纤维的过度产生使心房肌细胞
的连续性受到破坏，导致传导异常，为房颤发生发展提供了基质环境。粘着斑激酶及下游 AKT/S6K 信号通路在
纤维化心肌中表达增加，可能参与心房纤维化进程之中，为其机制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 瓣膜性房颤；心房纤维化；黏着斑激酶；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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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focal adhesion kinase(FAK) in the fibrotic atrium of patients
with 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explore its downstream signaling pathways. Methods

A total of 45 patients with

mitral valve disease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nd were divided into 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VAF, AF>6 months, 25
patients) and sinus rhythm group (SR, 20 patients) based on having atrial fibrillation or not. The atrial appendage tissue
was obtained during the operation ,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Western blotting were performed. The degree of
atrial fibrosis and changes in FAK and its downstream pathways in fibrotic myocardium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is
study revealed a higher degree of atrial fibrosis in 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disordered cell arrangement. Expression of
fibroblast differentiation marker alpha smooth muscle actin (α-SM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FAK and downstream AKT/S6K pathway proteins was up-regulated, while the other signal was observe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ERK1/2 signaling pathway. Conclusion Atrial fibrosis in 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atrial structural remodeling. We found overproduction of collagen fibers disrupted the continuity
of atrial myocytes, leading to abnormal conduction and providing a matrix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The expression of focal adhesion kinase and downstream AKT/S6K signaling pathway in fibrotic myocardium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atrial fibrosis, providing a basis for the study of its mechanism.
【Key words】 Valvular atrial fibrillation; atrial fibrosis; focal adhesion kinase; signaling pathway

心房颤动（AF）是临床实践中最常见的心律失

常，是造成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
人口老龄化，预计在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房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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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瓣膜性房颤约占全部房颤患者的 30%，

其继发于二尖瓣病变，不仅会损害心脏功能，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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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增加血栓栓塞的风险 [ 2 ] 。瓣膜性房颤持续时间

疾病患者（SR，n=20）。窦性心律患者通过直接询

长，往往伴随着心房结构重构，如心房扩大及纤维

问病史得知他们从未有过房颤症状，并且在整个术

化，这些变化是引起心律失常的重要因素，两者相

前回顾性分析 12 导联心电图，排除房颤发生。两

互关联 。心房肌中胶原纤维的过度产生使心房肌

组患者发病均大于三年，无显著性差异。本研究患

细胞的连续性受到破坏，导致传导异常，为心房异

者入选的排除标准为甲状腺功能亢进、慢性心力衰

位起搏提供了基质环境，从而引发房颤。房颤的发

竭、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家族性孤立性房颤、慢性

生发展过程反过来又能加剧胶原纤维异常升高和

肺源性心脏病、心肌病、肾脏疾病和二次接受心脏

聚集，加重心房纤维化。目前对于心室纤维化和心

手术患者。患者术前心功能使用纽约心功能分级

室结构重塑的研究已较为透彻和深入 ，然而对于

（NYHA）评定。所有入组本次研究的患者都签署

心房纤维化的发生机制尚不明确，需要深入探索。

了知情同意，所有涉及人体组织应用的过程都经过

[3]

[4]

粘着斑激酶（focal adhesion kinase，FAK）是一

阜外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并审核通过。

个分子量为 125 kDa 的非受体酪氨酸蛋白激酶，主

患者的组织标本均在阜外医院获得。患者的

要结合于整合素受体的相关位点并被激活。它的

心耳组织于手术体外循环转机后和（或）射频消融

主要作用是调节细胞间和细胞与细胞外基质间的

前获得，切得的心耳用于组织病理学检查和蛋白提

粘附，保持细胞间正常的结构和功能。除此之外，

取。

FAK 在许多生物学过程中也起着重要调节作用，如

1.2 病理分析和纤维化定量
置于 10% 福尔马林溶液中的心耳组织行 H&E
染色和 Masson 染色，加入 α-SMA 和 Y397-FAK 行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在每例患者样品的 Masson 染
色切片中随机选取 4 张作为纤维化定量标本，每张
切面置于 Olympus BX51 光学显微镜下，随机选取
观察 5 个不同视野，在此染色切片中，心肌细胞显
示呈红色，胶原纤维显示呈蓝色。心肌内膜（心肌
细胞之间纤维化）间的胶原纤维算为纤维化区域，
心肌束膜间的胶原纤维由于本身就存在而不包括
在纤维化区域内。在 40×物镜、10×拍摄镜（放大倍
数为 400 倍）下用 QIMAGING MicroPublisher 5.0
R7V 照相系统对视野中合适的图像进行采集。用
Image-Pro Plus 6.0 图像分析系统对心房肌组织中的
胶原纤维进行定量分析。纤维化面积分数=胶原纤
维面积/视野总面积×100%。
1.3 组织蛋白提取和蛋白免疫印迹
按标准方法配制 SDS-PAGE 凝胶，以 30 μg/孔
上样组织蛋白，杂交一抗为多克隆兔抗 Y397FAK（1:200），多克隆兔抗 α-SMA（1:400），单克隆
兔抗 FAK（1:1000）（abcam，美国）；单克隆兔抗
Y397-FAK（1:1000），多克隆兔抗 FAK（1:1000），单
克隆兔抗 S473-AKT（1:2000），单克隆兔抗
AKT（1:1000），单克隆兔抗 T389-p70S6K（1:1000），
单克隆兔抗 p70S6K（1:1000），单克隆兔抗 P44/42ERK1/2（1:1000），单克隆兔抗 ERK1/2（1:1000）
（Cell signaling，美国）；单克隆鼠
GAPDH（1:5000），进行电转，洗膜后加显色液，摄
像并通过 Quantity One 软件包半定量分析目的蛋
白条带，结果以信号强度与面积的乘积

细胞迁移、细胞增殖和生存 。既往研究已经发现
[5]

FAK 能够通过转化生长因子 β1（TGFβ1）调节成纤
维细胞的分化过程，TGFβ1 已被证实无论在体外还
是体内均可以诱导纤维母细胞向成纤维细胞方向
分化，从而上调 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其被
认为是一种成纤维细胞的表型标志物[6]。一些研究
表明，雷帕霉素靶蛋白/核糖体 S6 蛋白激酶
（mTOR/S6K）复合体以及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1/2（ERK1/2）信号通路是通过 FAK 介导的下游信
号通路，这些信号通路参与许多疾病的纤维化过
程，有些甚至起到关键作用，如肝纤维化、肺纤维
化等等，是细胞分化信号传导通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

[7]

由此我们推测，FAK 及其下游信号可能参与瓣
膜性房颤患者心房纤维化过程中的某些步骤，在分
子水平上可能与纤维化形成有某种潜在的联系。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瓣膜性房颤纤维化改变和
FAK 及其下游信号通路（主要是 AKT/S6K 信号通
路以及 ERK1/2 信号通路）在瓣膜性房颤患者心房
肌纤维化中的变化。

1 资料与方法
1.1 患者选择与标本处理
共有 45 例二尖瓣狭窄为主的患者入选，绝大
多数伴有二尖瓣及三尖瓣返流，入选时间为 2016
年 7 月至 2017 年 4 月。根据有无房颤被分为两
组，一组为被 ECG 确诊的非家族性瓣膜性房颤
（CAF，AF≥6 个月，n=25），有心悸等症状的患者，
另一组为同期收集无房颤发生的窦性心律二尖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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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潜在联系（图 e）。

（INT×mm2）表示。

1.4 统计学分析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可以对组织细胞及细胞外

t 检验用于两个组间连续变量的比较，方差分

基质中 α-SMA 和 FAK 的表达量和表达位置进行确

析用于三组或三组以上变量间的比较。连续变量

定。在房颤组中，丰富的 α-SMA 表达在心房肌细

资料的值表示为均数±标准差（ x ±s）。卡方检验用

胞内和胞外间质，毛细血管周围也有表达增加（图

于两组分类变量间的比较。使用 SPSS17.0 进行统

2a 箭头所示），在窦性心律患者的心房样品中，只

计分析。当 P<0.05 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间质和少量心房肌细胞能看到稀少的 α-SMA 分
布（图 2b），磷酸化 Y397- FAK 只限于表达在心肌

2 结果

细胞中，并且表达量较少（图 2d）。在房颤组中，丰
富的 α-SMA 表达在心房肌细胞内和胞外间质，毛

2.1 患者临床特点
表 1 总结了患者的临床特征，本研究招募的患

细血管周围也有表达增加（图 2a 箭头所示），磷酸

者中，房颤组的射血分数和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稍

化 Y397-FAK 表达增强，并从心房肌细胞内扩展到

低，肺动脉压力稍高，但两组间心脏功能并没有显

胞外间质（图 2c），这与该组患者心房较高纤维化

著差异。由于长期持久的房颤，这组患者左心房内

程度的结果一致。

径明显扩大（P<0.01）。此外，在洋地黄和血管紧张

2.3 组织蛋白免疫印迹分析
二尖瓣疾病患者的心房组织中利用 Western

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的使用上房颤组和窦性心
律组差异也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1）。

blotting 研究瓣膜性房颤患者和窦性心律患者中

2.2 病理检测分析

FAK 及 其 调 节 的 两 个 下 游 通 路 AKT/S6K 以 及

H&E 染色显示在房颤组患者心耳组织中心房

ERK1/2 的变化。与窦性心律组蛋白免疫印迹结果

肌排列紊乱，细胞肥大（图 1a），窦性心律患者相对

相比，房颤组中的 α-SMA 表达升高，进一步证实了

整齐（图 1b）。由于纳入的患者均患有二尖瓣疾

该组较高程度的纤维化。磷酸化 Y397-FAK 表达显

病，故两组都显现出来显著的间质改变，但是房颤

著并伴有磷酸化 S473-AKT 和磷酸化 T389-p70S6K

组纤维化程度更为显著并出现了心房肌细胞溶解

的表达，但是磷酸化 ERK1/2 的变化不显著（图

现象，心房肌细胞被纤维间质分为多枝，形成纤维

3）。

间隔，细胞核也变得不均一（图 1c）。房颤组纤维

3 讨论

化分数（7.61%±0.47%）明显高于窦性心律组
（3.55%±0.31%），提示心房颤动与心房纤维化的某
表 1 患者临床资料（例/

）

瓣膜性房颤指继发于瓣膜性二尖瓣心脏病或
人工瓣置换术后出现的房颤 [2]，这种房颤血栓栓塞
发生率高，持续时间长，对于这类房颤的药物治疗
和射频消融术效果往往不佳 [8]，这种心房结构重构

临床资料

房颤组
（n=25）

窦性心律组
（n=20）

性别（男/女）

7/18

10/10

0.130

细胞外基质胶原纤维的大量沉积，纤维母细胞不断

年龄（年）

54.0±2.0

48.0±3.0

0.100

分化为成纤维细胞，继而产生大量的胶原蛋白，逐

射血分数 （%）

59.3±0.9

62.1±1.2

0.080

步取代退化的心肌细胞。间质的不断扩展使得心

左房直径 （mm）

53.7±1.9

45.5±1.8

0.004

肌细胞间的连续性受到破坏而发生电信号冲动的

左室舒张末期直径 （mm）

48.3±1.4

47.4±1.9

0.690

传播障碍 [9]。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二尖瓣疾病伴

心胸比

0.57±0.01

0.54±0.01

0.140

房颤患者有着显著的心房纤维化和心房肌细胞的

肺动脉压力 （mm Hg）

38.2±2.9

30.4±2.7

0.060

退行性变化（图 1）。心房纤维化化涉及多个因素，

P值

为房颤的维持和发展提供基质。心房纤维化源于

如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TGFβ1，氧化应激和炎症

用药情况（例）

[10]

，但是其具体机制还尚不明确。很显然，心房纤

利尿剂

8

3

0.330

Β 受体阻滞剂

9

3

0.110

洋地黄类

11

1

<0.010

反过来，心房持续颤动破坏心房肌结构和功能，促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19

1

<0.010

进心房纤维化的形成，两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钙拮抗剂

2

2

1.000

形成恶性循环。纤维化过程发生于组织水平、细胞

维化作为器质性心脏病的一个病理终点影响心房
组织的正常传导，为房颤的发生与发展提供环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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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

图1

SR

房颤组（a，c）和窦性心律组（b，d）的 H&E 和 Masson 染色 ×400

箭头表示心房肌细胞溶解。两组间在纤维化程度上差异明显（e）。柱状图值表示均数±标准误。*：P<0.05
AF

SR

α-SMA

p-FAK

图2

α-SMA 和 Y397-FAK 在房颤组（a，c）和窦性心律组（b，d）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400）
AF：房颤组；SR：窦性心律组。箭头指示棕色为过表达的蛋白分子

水平，乃至分子水平。

激酶（MAPK）信号通路的其中一个亚族，它在细胞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作 FAK 介导的下游通路

生存、增殖、分化和运动等方面起关键作用[13]，膜结

AKT/S6K 以及 ERK1/2 作为研究通路。黏着斑激酶

合小 G 蛋白 Ras 与 FAK 磷酸化的酪氨酸 925 位点

中的酪氨酸残基 397 可以和其分子内的一种被称做

结合能激活 MAP 激酶 Raf-1，它能激活 MAPK 激酶

FERM 激酶结构域的亚结构相互作用，一旦这个酪

MEK1/2，继而激活 ERK1/2 使其磷酸化[14]。

氨酸残基 397 被 FERM 结构域激活，此位点就会征

近年来研究已经表明，FAK 在心血管系统中发

募 Src 家族的激酶 ，从而激活 AKT 发挥细胞调节

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文献报道，在心梗小鼠模型

作用 。此外，ERK1/2 信号通路是丝裂原活化蛋白

中，特异性抑制 FAK 能够有效抑制小鼠心肌纤维

[11]

[12]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18 年 11 月第 25 卷第 11 期
AF

AF

SR

•5•

SR

α-SMA

42 KDa

GAPDH

36 KDa

4.0

*

pFAK

125 KDa

FAK

125 KDa

pAKT

60 K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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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KDa

pS6K

70 KDa

S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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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sitometry ratio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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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a：心耳组织 WB 图，α-SMA，FAK，AKT，S6K 和 ERK1/2 的代表性条带；b：纵坐标示房颤组与窦性心律组上述蛋白 WB 条带光密度
比，柱状图值表示均数±标准误。*：P<0.05

化以及心脏结构重构，减少纤维化应答，并且能保

的一个关键分子。这些结果可能为研究瓣膜性颤

留部分心脏功能，延缓心功能失代偿

。本研究

结构重构的机制提供新的见解和研究路径，也为心

发现 FAK 在瓣膜性房颤患者心房纤维化中发生了

房颤动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干预靶

改变，FAK 磷酸化表达量在纤维化心房肌中表达增

位。

[15-16]

多 ， 提 示 其 可 能 参 与 纤 维 化 过 程 。 FAK 下 游 的
AKT/S6K 信号转导通路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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