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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 2@̂3<蛋白在远视离焦性近视幼恒河猴视皮质中的表达变化"探讨视皮质参与幼恒
河猴近视发生的可能性&%方法%选取 $ 只 =" l#" 日龄 BŶ 级健康幼恒河猴"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实验动物
随机分为远视离焦组和对照组& 远视离焦组 ! 只猴双眼均佩戴\# 4离焦镜片"形成双眼远视性离焦*对照组
! 只猴双眼均佩戴" 4镜片& 分别于戴镜前和戴镜后 ='!'9'$ 和 7= 周进行扩瞳检影验光'电脑验光'角膜地形
图检查'H型超声测量玻璃体腔长度& 戴镜后 7= 周取视皮质"分别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和 SF<JFG, P*3J法检测
2@̂3<蛋白的表达"进行半定量分析"分析并比较 2@̂3<蛋白在远视离焦组和对照组表达的差异&%结果%戴镜
后 7= 周"远视离焦组玻璃体腔长度的增加值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t"k=! ) ''与
("k8=t"k">)''*-n=k=>="Tn"k"!8,*远视离焦组远视度数的减少值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t7k#9)4与(\7k??t"k?=)4*-n\#k=8#"Tn"k""9,"远视离焦组屈光度朝更为近视的方向进展& 免
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远视离焦组视皮质中 2@̂3<免疫阳性细胞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t7>7)个:''=

与(= =>9t?"#)个:''= *-n=k#$7"Tn"k"!7,& SF<JFG, P*3J检测结果显示"远视离焦组
视皮质中 2@̂3<蛋白的相对表达量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k?"t"k78 与 "k>>t"k==*-n\!k>$="To
"k"7)&%结论%在幼恒河猴中"远视离焦这一异常视觉刺激导致近视发生"同时抑制视皮质中 2@̂3<蛋白的
表达"提示视皮质可能参与远视离焦性近视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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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视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眼部异常之一"世界卫
生组织(S_5)已将近视的防治列入视觉 ="="([)<)3,
="=")全球防盲计划 +7, & 近视发病机制的研究已成为
一大热点"目前"已有的对近视机制的研究绝大多数是
对眼球本身---巩膜'脉络膜和视网膜进行的 +=\!, "而
对于视觉传导通路的高级中枢---视皮质在近视发生
和发展中作用的研究较少& CU[/8基因是早基因家族
成员之一"研究表明"2@̂3<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具有
密切的联系

+?\9, "且其在视觉发育关键期的视皮质中
随视觉信息输入的变化而呈现不同表达& 本研究拟建
立远视离焦性近视幼恒河猴模型"观察 2@̂3<蛋白在
其视皮质中的表达变化"以探讨视皮质参与幼恒河猴
近视发生的可能性&

<7材料与方法

<1<7材料
<1<1<7实验动物7$ 只 =" l#" 日龄 BŶ 级健康幼恒

河猴(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提供)"体质量 "k> l7k? UO"
雌雄不限"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实验动物随机分为远视
离焦组和对照组& 远视离焦组 ! 只猴双眼均佩戴\# 4
离焦镜片"形成双眼远视离焦*对照组 ! 只猴双眼均佩
戴" 4镜片& 所有动物配戴的镜片均镶嵌在一个轻便的
头盔上"以保证其位置的固定& 所有实验动物均饲养于
7= K光照:7= K黑暗的环境中"每日由专人擦拭镜片"保
证镜片的清洁及防止幼猴从镜片外偷看& 实验动物的
使用和喂养遵循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布的0实验动
物管理条例1& 本研究方案经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审批(批文号#="7#@"7!)&
<1<1=7主要试剂及仪器7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福
州迈新公司)*鼠抗 2@̂3<单克隆抗体(<2@$"!8)'_MY
标记羊抗鼠 6Ò (<2@=""?)(美国 B(,J(CG0-公司)& 电
脑验光仪(W3T23, aY@87"""日本 W3T23, 公司)*角膜
地形图仪(_0'TKGF.B.<JF'<)'HI)3JG3, 显微镜(德国
XF)<<公司 )*H型超声 ( &C_5 BCHA dB@$"""日本
A64&a 公 司 )* 6LHB =k? 图 像 分 析 系 统 ( 德 国
a5AWM5A公司)&

<1=7方法
<1=1<7眼球生长及屈光发育过程动态观察7= 个组
猴均于戴镜前和戴镜后 ='!'9'$ 和 7= 周分别进行扩
瞳检影验光'电脑验光'角膜地形图检查和 H型超声
检查"观察并比较 = 个组猴玻璃体腔长度'屈光度及角
膜曲率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 角膜曲率以角膜中央区
模拟角膜屈光力 ( B)'a值)表示& 每次检查前均用
?" 'O:'*氯胺酮肌内注射进行全身麻醉"质量分数
"k?j丁卡因滴眼液局部麻醉"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连
续点眼 # 次"每次间隔7" '),"进行扩瞳&
<1=1=7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 2@̂3<蛋白表达%末
次眼部测量后"用?" 'O:'*氯胺酮对动物进行全身麻
醉"迅速开胸"暴露心脏"行主动脉插管"依次用生理盐
水'质量分数 !j多聚甲醛溶液经心脏灌注固定"随后
开颅"取枕叶脑组织"分开左右两侧& !j多聚甲醛溶
液后固定7= K"再依次置于不同浓度蔗糖溶液中梯度
脱水& 视皮层组织制成9 %'厚冰冻切片"玻片置于
\$" s深低温冰箱保存& 按常规 4HL显色三步法进
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一抗为鼠抗 2@̂3<单克隆抗体
(7 e7"")"4HL显色"复染'封片'镜检& 阴性对照#用
YLB 溶液代替一抗进行免疫反应&
%%恒河猴初级视皮层([7 区"又称为 78 区)的定位
参照文献+8\$,& 每个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的标本均与
同侧同层面自身切片的 A)<<*染色标本进行对照"分层
定位&
%%采用 6LHB =k? 图像分析系统及 HI)3JG3, 显微镜对
2@̂3<阳性染色细胞进行分析& 在放大 !" 倍视野下定
位 [7 区后"在 !"" 倍视野(视场面积为7" $7#k8 %'= )
下进行计算机自动计数阳性细胞& 细胞核呈棕褐色"
与本底相比为中到高度染色为阳性细胞& 由于 7 层细
胞体极少"从 = l9 层各取 = 个不重叠视野进行计数"
并计算单位面积内的阳性细胞数&
<1=1>7SF<JFG, P*3J法检测 2@̂3<蛋白表达%麻醉和
主动脉插管方法同 7k=k=& 快速灌注预冷的生理盐
水"迅速开颅"后下方由灰白质交界处开始"前上方至
顶枕沟"钝性剥离视皮层& 称质量'匀浆'裂解"离心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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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7#k? 2'"? """ G:'),离心 #" '),"取上清"分装后置
\$" s保存& 用 LCH蛋白定量试剂盒进行蛋白定量"
灌制 B4B@YH̀ &胶"= 倍样品缓冲液与各蛋白样品(所
有样品根据其所测出浓度配成相同浓度的蛋白液)在
&Y管中按比例混匀"水浴"冷却"离心"吸取上清液备
用& 电泳"电转移"封闭"一抗 ! s条件下孵育过夜"洗
涤"二抗孵育"室温下轻摇 7 K"曝光"考马斯亮蓝染色&
一抗为鼠抗 2@̂3<单克隆抗体(7 e7 """)"二抗为 _MY
标记羊抗鼠 6Ò (7 e7 """)& 采用 6'(OFZ软件对所得
到的条带进行分析"以 "@(2J), 为内参照"计算各组视
皮质中 2@̂3<蛋白的相对含量&
<1>7统计学方法
%%采用 BYBB 78k"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
资料以 Pt8表示& 戴镜前和戴镜后 7= 周"= 个组猴左
右眼间玻璃体腔长度'屈光度'角膜曲率'2@̂3<免疫阳
性细胞数比较采用配对 -检验"= 个组恒河猴眼玻璃体
腔长度'屈光度和角膜 B)'a变化值的比较"以及 = 个
组恒河猴初级视皮质中 2@̂3<免疫阳性细胞数'2@̂3<
蛋白相对 A值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检验& To"k"?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结果

=1<7眼球生长及屈光发育
=1<1<7= 个组玻璃体腔长度变化比较%在观察期内"
所有猴眼玻璃体腔长度均逐渐增加& 戴镜前"远视离
焦组左右眼玻璃体腔长度分别为(>k7$t"k=8)''和
(>k78t"k=>)''"对照组分别为($k>!t"k!9)''和
($k>9t"k!$)''*戴镜后 7= 周"远视离焦组左右眼玻
璃体腔长度分别为 ( 7"k"$ t"k## ) ''和 ( 7"k77 t
"k#$)''"对照组分别为(>k8"t"k!8)''和 (>k9!t
"k!=)''"戴镜前和戴镜后 7= 周"= 个组每只猴左眼
与右眼玻璃体腔长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n
\"k8#>"Tn"k?7!*-n"k$"?"Tn"k!$*-n"k?88"Tn
"k9"?*-n\7k8$="Tn"k78#)& 戴镜后 7= 周"远视离
焦组玻璃体腔长度的增加值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n=k=>="Tn"k"!8)(表 7)&
=1<1=7= 个组屈光度变化比较%在观察期间"所有猴
双眼均朝向远视度数减少的方向发展& 戴镜前"远视
离焦组左右眼屈光度分别为 ( m=k#= t7k?> ) 4和
(m=k?>t7k8#)4"对照组分别为 (m=k8?t"k8=)4和
(m=k>!t"k9$)4*戴镜后 7= 周"远视离焦组左右眼屈
光度分别为(\"k>#t7k7#)4和(\"k9=t"k>!)4"对照
组分别为(m7k#!t"k"$)4和(m7k=?t"k9$)4"戴镜前
和戴镜后 7= 周"= 个组每只猴左眼与右眼屈光度相

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n7k>"8"Tn"k7?#*-n
"k$?7"Tn"k!?8*-n7k!=#"Tn"k=?*-n\"k=8!"Tn
"k$"=)& 戴镜后 7= 周"远视离焦组屈光度的变化值明显
大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k=8#"Tn"k""9)"远
视离焦组屈光度朝更为近视的方向进展(表 7)&
=1<1>7= 个组角膜曲率(B)'a值)变化比较%戴镜前"

远视离焦组左右眼 B)'a值分别为(?$k$"t7k#=)4和
(?$k8=t"k>> ) 4"对照组分别为 (?8k=" t=k8$ ) 4和
(?8k#!t=k?=) 4*戴镜后 7= 周"远视离焦组左右眼
B)'a值分别为(??k=>t=k#8)4和(?!k==t7k=8)4"对
照组分别为(?#k?8t7k>!)4和(?#k9!t=k=?)4"戴镜前
和戴镜后 7= 周"= 个组每只猴左眼与右眼 B)'a值相
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n\"k!!!"Tn"k9$8*-n
"k$!9"Tn"k!9"*-n\7k87>"Tn"k7$!*-n"k=8$"Tn
"k8>>)& 戴镜后 7= 周"远视离焦组 B)'a变化值与对照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n\"k9>#"Tn"k?"")(表 7)&

表 <7= 个组恒河猴戴镜后 <= 周眼玻璃体腔
长度'屈光度和角膜 C51 8变化值比较(!Q")

组别 样本量
玻璃体腔

长度变化值('')
屈光度

变化值(4)
B)'a

变化值(4)

远视离焦组

对照组

$

$

"k>#t"k=!

"k8=t"k">

\#k=#t7k#9

\7k??t"k?=

\#k98t"k$7

\!k""t7k7=

-值

T值

=k=>=

"k"!8

\#k=8#

"k""9

"k9>#

"k?""

%(独立样本 -检验)

远视离焦组猴眼玻璃体腔长度的增加较对照组明

显"远视离焦组猴眼屈光度较对照组更明显地朝相对
近视方向进展"= 个组猴眼 B)'a变化值随时间的变
化趋势接近(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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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玻璃体腔长度'屈光度及
C51 8变化值随时间的变化趋
势%H0远视离焦组猴眼玻璃体
腔长度的增加较对照组明显%
L0远视离焦组猴眼屈光度较对
照组更明显地朝相对近视方向

进展%C0= 个组猴眼 B)'a值
变化值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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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个组视皮质中 2@̂3<蛋白的表达
=1=1<7恒河猴初级视皮层 [7 区的分层定位%苏木
精\伊红染色和 A)<<*染色显示"恒河猴初级视皮层 [7
区呈明显的分层特点"细胞最稀疏的层次是 7 层"其次
为 ? 层"该层细胞数目较少且厚度较薄"!C层细胞数
目较多"='#'9 层次之(图 =H"L)&

BA 100μm100μm

1

2

3
4A
4B

5
6

4C

1

2

3

4A
4B

5

6

4C

BA 100μm100μm

1

2

3
4A
4B

5
6

4C

1

2

3

4A
4B

5

6

4C

图 =7幼恒河猴初级视皮质(C<)区的分层(r7"")%视皮质分为 9
层"细胞最稀疏的层次是 7 层"其次为 ? 层"!C层细胞数目较多"='
#'9 层次之%H#苏木精\伊红染色%L#A)<<*染色
%

=1=1=7= 个组恒河猴初级视皮质中 2@̂3<蛋白表达的
比较%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结果显示"2@̂3<阳性
反应产物主要位于细胞核"呈棕黄色"阴性对照未见相
应部位特异性染色& 在 [7 区各层中 2@̂3<的阳性表
达存在差异"阳性染色神经元主要分布于第 !C层和
第 9 层"其次为第 ='# 层"第 ? 层分布较少"第 7 层中
表达极少&
%%远视离焦组和对照组每只猴左侧与右侧 2@̂3<免
疫阳性细胞数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n\"k#!9"
Tn"k8?#*-n"k7>#"Tn"k$?>)& 远视离焦组视皮质
中 2@̂3<阳性细胞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n=k#$7"Tn"k"!7)(表 ="图 #)&
=1=1>7= 个组恒河猴初级视皮质中 2@̂3<蛋白表达的
比较%= 个组猴视皮质中均有 2@̂3<蛋白表达& 半定
量分析结果显示"远视离焦组视皮质中 2@̂3<蛋白相
对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k>$="To"k"7)(表 ="图 !)&

表 =7= 个组恒河猴初级视皮质中 )O;,'蛋白表达比较(!Q")

组别 眼数
2@̂3<免疫阳性
细胞数(个:''= )

2@̂3<蛋白相对
表达量(A值)

远视离焦组

对照组

$

$

7 $!#t7>7

= =>9t?"#

"k?"t"k78

"k>>t"k==

-值

T值

=k#$7

"k"!7

\!k>$=

o"k"7

%(独立样本 -检验)

A 100μm100μm BA 100μm100μm B
图 >7= 个组恒河猴初级视皮质中 )O;,'蛋白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比
较(4HLr="""标尺n7"" %')%H#远视离焦组视皮质中 2@̂3<蛋白
表达情况"箭头所指为染色阳性神经元%L#对照组视皮质中 2@̂3<
蛋白表达情况"箭头所指为染色阳性神经元
%

对照组 远视离焦组

c�Fos

β�actin

62000

43000

对照组 远视离焦组

c�Fos

β�actin

62000

43000
图 ? 7= 个组恒河猴
初级视皮质中 )O;,'
蛋白相对表达量比较

%

>7讨论

%%实验性近视模型常选用小鸡'豚鼠和兔等来诱导"
本研究中使用灵长类动物恒河猴"与低等动物相比"
其眼部和视皮质组织结构更接近人类"近视发生进
程也更接近人类的病理过程&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
灵长类动物的研究结果更具有临床参考价值&
%%与人类婴幼儿一样"大多数动物从幼年起经历眼
球生长与物像焦点匹配的正视化过程& 在此过程中"
视网膜受到清晰物像的刺激至关重要& 而眼球在正视
化过程的关键期接收到远视性或近视性离焦信号时"
其生长速度会加快或延缓"导致近视发生& 研究发现"
中低度光学离焦会引发眼球完全或部分代偿性生长"
而高度数光学离焦往往不能得到眼球的完全代偿"甚
至完全不发生代偿性生长& 这可能是由于高度数的屈
光不正引起了弱视的发生"进而影响眼球对光学离焦
的代偿反应

0>, & 本研究中给幼猴配戴\#k"" 4凹透
镜"造成低度远视离焦"结果发现实验眼玻璃体腔长度
生长速度明显较对照眼快"出现了相对或绝对近视"而
戴镜前后双眼 B)'a值无明显变化"说明远视离焦所
引起的近视不是由于角膜曲率变化而引起"而是由于

玻璃体腔延长产生的轴性近视&
%%光学离焦可导致近视的发生"已有报道显示眼球
局部机制参与近视的发生"但调控近视发生的部位是
否仅限于眼球局部"视皮质是否参与近视的发生等目
前尚不明确& S)*N<3FJ等 07",

和 M(Q)3*(等 077,
分别切断

小鸡和恒河猴形觉剥夺眼的视神经"结果仍然出现近
视"表明其中枢神经系统对形觉剥夺性近视的发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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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主要作用*而 B2KV(K, 等 +7=,
则发现切断远视离焦眼

的视神经后近视发展延缓"推断中枢神经系统在光学
离焦性近视中可能发挥一定作用& 因此"中枢神经系
统是否参与近视的发生尚存在争议"其机制在不同物
种和不同类型近视中可能不尽相同&
%%W0Q)UF,F等 +7#,

研究表明"CU[/8基因产物 3̂<蛋白
可与 CU\9# 基因产物 Z0, 蛋白结合成 HY@7 ((2J)Q(J3G
TG3JF),@7)转录因子"进一步调控目的基因的表达"发
挥第三信使的作用& 研究表明"CU[/8基因与近视的发
生关系密切"在形觉剥夺和负镜诱导的近视模型中"2@
3̂<在视网膜中的表达下降"说明 2@̂3<很可能参与了
近视发生的视网膜相关机制

+9"7!, & 本研究中发现"2@
3̂<蛋白在远视离焦幼恒河猴左右两侧视皮质之间的
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与灵长类动物视觉通路
的结构特点相吻合#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发出的轴突"即
视神经"经过视交叉后分成 = 束"分别到达对侧和同侧
外侧膝状体"外侧膝状体内神经元的轴突经过视放射
后投射到对侧和同侧视皮质& 研究表明"脊椎动物的
视神经纤维大部分(约占 $$j)终止于对侧视皮质"只
有小部分(约占 7=j)终止于同侧视皮质"猴视皮质中
绝大多数是受双眼驱动的神经元"受单眼驱动的神经
元很少

+7?, "与本研究的实验结果一致& 本研究结果表
明"远视离焦组幼猴 [7 区中 2@̂3<蛋白的表达均较对
照组少"说明在幼恒河猴中"远视离焦这一异常视觉刺
激会抑制视皮质中 2@̂3<蛋白的表达& 研究表明"采
用单眼缝合或河豚毒素阻断进行视觉剥夺后"视中枢
中 2@̂3<表达减少 +79\78, "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视觉发育
关键期视觉被剥夺后的弱视有关& 本研究采用的远视
离焦方法并未完全剥夺视觉"仅使用了低度数的负镜
片产生光学离焦"诱导出轴性近视"同时观察到视皮质
中 2@̂3<蛋白表达下调& 理论上讲"低度数的光学离
焦一般不会引起弱视"因此本研究中推测视皮质中
2@̂3<蛋白的变化很可能与近视的发生有关"分析其可
能机制为#视网膜接收到远视性离焦信号"通过视觉传
导通路传递至视皮质"引起视皮质中 2@̂3<蛋白下调"
2@̂3<发挥第三信使作用"通过反馈通路影响视网膜某
些神经递质及生长因子的表达"进而引起巩膜主动重
塑& 远视离焦性近视幼恒河猴视皮质中 2@̂3<蛋白表
达下调"该变化是近视发生的原因还是结果仍有待于
进一步验证"未来我们将扩大样本量并进行动态观察
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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