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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

目的

研究血清饥饿处理对人角质形成细胞系 HaCaT 细胞自噬的调控效应，初步分析其分子机制。 方

采用血清饥饿……。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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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effect of serum starvation on autophagy in a human keratinocyte cell line Ha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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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serum starvation on autophagy in human HaCaT

keratinocytes, and to investigate its molecular mechanism. Methods
the viability of HaCaT cells. …….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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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是细胞对应激状态的一种重要的生物学反应，……，分析细胞活力的变化，采用透射电镜观察超
微结构改变，分析自噬标志性分子 LC3Ⅱ（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 1 light chain 3）和 Atg7（autophagy
related 7）蛋白表达，以明确血清饥饿对自噬的调控效应；同时对自噬调控关键元件 mTOR（mammlian target
of rapamycin）蛋白表达及其 ser2448 位点和 ser2481 位点磷酸化产物水平进行分析，以初步明确这种调控
效应产生的分子机制。
一、材料和方法
1. 细胞培养、试剂和仪器：略
2. 血清饥饿处理：略
3. MTT 法检测细胞活力：
略
8. 统计学分析：MTT 实验结果使用独立样本 t 检验；LC3-Ⅱ和 LC3-Ⅰ、磷酸化 mTOR ser2448/mTOR
和磷酸化 mTOR ser2481/mTOR 比率间使用配对样本 t 检验。
二、结果
1. 常规细胞形态学改变和细胞活力分析：略
2. 透射电镜观察：略从整体而言，第二种细胞数量较为稀少。见图 1。
3. LC3-Ⅰ→LC3-Ⅱ转化分析结果：略（t = 13.32，P < 0.01）
，见图 2。
4. Atg7 表达分析：
略
6. mTOR 表达及其 ser2448 位点和 ser2481 位点磷酸化产物水平分析：……两组比较，t = 13.77，P
< 0.01。见图 4。
三、讨论
略
总之，本研究首次证实了血清饥饿处理可以诱导 HaCaT 细胞发生自噬，并且这种自噬活性的诱导可能
是通过自噬调控的关键元件 mTOR 蛋白活化抑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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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血清饥饿处理对 HaCaT 细胞超微结构的影响

1a、1b：正常培养的 HaCaT 细胞；1c、1d、1e、

1f：血清饥饿处理的 Hecat 细胞。蓝色箭头标注的是细胞胞质中的自噬体。1b、1d、1f 分别是 1a、1c 和
1e 的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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