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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晶样视网膜变性&cF9'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进展性视网膜变性疾病"其主要的临床

特征为闪亮的黄白色结晶沉积于视网膜后极部"并伴有进展性视网膜色素上皮& Ŷ*'细胞*脉络膜毛细血管

及光感受器细胞的萎缩( cF9主要的致病基因为 !'KE]W( 目前国内外关于 cF9患者的基因研究中已发现

多个基因突变位点( !'KE]W 基因是细胞色素氧化酶 Y)&( 家族的成员"参与多不饱和脂肪酸的 )D羟化过程(

!'KE]W 蛋白主要分布于 Ŷ*细胞"以二十二碳六烯酸&9TG'和二十碳五烯酸&*YG'为特异性催化底物"在

眼组织的脂质循环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KE]W 基因的突变可扰乱内源性脂肪酸或类固醇的合成分解途

径( 目前"cF9的治疗主要参考视网膜色素变性& Ŷ'的治疗方法"而突变位点的研究为未来的基因治疗提供

了可能( 了解 cF9的分子遗传机制及发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将对未来 cF9的诊断与潜在的基因治疗有重要

意义( 本文从 cF9的分子遗传学机制*!'KE]W 蛋白的体内表达和在脂质代谢中的作用以及 cF9的治疗等

方面对 cF9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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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样视网膜色素变性 & c-"QQ-0$4AQ,..-2"03$2"3$"Q-2,.

/4AQ$3L14"cF9'又称 c-"QQ-结晶样视网膜病变"是一种常染色

体隐性遗传的进展性视网膜变性疾病"'C<= 年由 c-"QQ-医生首

次描述( cF9的主要临床特征为闪亮的黄白色结晶沉积于视

网膜后极部"这种黄白色结晶也可出现在角膜缘浅层及循环的

淋巴细胞"同时该病伴有色素沉着的毯层视网膜变性和脉络膜

硬化( cF9患者主要有进行性视力下降*夜盲及向心性视野缺

损等症状
+', ( cF9好发于亚洲地区"尤以中国和日本居多"大

量研究表明"!'KE]W 基因是 cF9主要的致病基因"据流行病

学统计"中国人群中携带与该病相关的突变基因的概率约为

&| +Ba&, ( 在欧洲"cF9的发病率约占非综合征性视网膜色素

变性的 <["占非综合征性常染色体隐性遗传视网膜色素变性

的 '([ +>, ( 目前"国内外对于 cF9基因突变位点的检测研究

较多"对于 cF9的发病机制及相关治疗的研究相对缺乏"本文

将从 cF9的分子遗传学理论*!'KE]W 的作用*基因突变导致
cF9可能的发病机制以及 cF9的治疗手段方面对目前 cF9的

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C;X!1的分子遗传学机制

B((( 年"\-,3等 +=,
通过全基因组的连锁分析将 cF9相关

的致病基因定位于常染色体 )V<&( !-等 +E,
经过后续的研究"

于 B(() 年将致病基因锁定在 !'KE]W 基因"它是细胞色素氧化

酶 Y)&( ) 家族 ]亚科 B 多肽"基因全长 'C g#"共包含 '' 个外

显子"含有 &B& 个氨基酸( !'KE]W 基因是 Y)&( 家族中与 cF9

发病相关的重要的.孤儿酶/"表达于全身"包括角膜*视网膜*

肝脏*肾脏等多个组织器官"并 在 脂 肪 代 谢 中 发 挥 重 要

作用
+Ea'(, (

!'KE]W 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 cF9致病基因( 随着基因

检测技术的完善"不断有新的 !'KE]W 基因突变位点的报道(

B('' 年"通过对 B' 个中国 cF9患病家系 !'KE]W 基因的测定"

明确了 08E(BDEtE'(/".'=-2ANF为中国常见的突变"并在该研究

中鉴定出 ) 个新的基因突变位点 +'', ( T,//,/ 等 +'B,
对 < 个黎

巴嫩 cF9家系的 C 例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发现 L8;'''K&08

<<BKJF'可能为黎巴嫩 cF9患者最常见的突变位点( B('>

年"通过对收集的患有 cF9的 <> 个中国家系进行外显子测序

和 I,27"$法测序"鉴定出 '= 个与 cF9相关的 !'KE]W 基因突

变位点"共涉及 >E 对等位基因"其中在中国最为常见的 ) 个突

变位点 08E(BDEtE'(/".'=#L-2ANF*08E(BDEtE'(/".'=#L-2ANK*08

CCBGJF& L8T<<'Y'和 08'(C'DBGJN占突变等位基因的 ='["

除此之外"鉴定出了 & 个新的可能与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位点
08>&KJG&L8!BBT'*08>E' t)/".KNGN& L8IBB= R̂A*''*08E(BDE t

E'(/".'=#L-2ANK*08C>&t=/".GGN& L8<B'/".*'和 08CC)NJG& L8

9<<BH'"在 <> 个家系中"属于纯合突变*复合杂合突变以及单

个杂合突变者分别为 '&*'= 和 ) 个家系 +'<, ( 随后 \-,3等 +'),
通

过对 &E 例 cF9患者进行基因检测"鉴定出与 cF9相关的

!'KE]W 基因 BE 个突变位点"其中包括 'C 种错义突变 &占

>E['*) 种无义突变&占 ')['*B 种缺失突变&占 =['*B 种剪

切位点突变&占 =['和 ' 种插入合并缺失突变&占 )['( 该研

究新鉴定出的 C 种突变位点"拓宽了与 cF9相关的 !'KE]W 基

因突变位点谱(

综合以往的文献报道"!'KE]W 基因的突变位点中最常见

的是外显子 = 的剪切异常"即内含子 > 的 <-末端和外显子 = 的
&-末端的 '= 对碱基移除"导致外显子 = 的缺失( 这种现象会

导致翻译蛋白结构的改变"致使酶活性丧失( 因此"可以推测"

当大量的氨基酸缺失或被替代时"可能对酶的活性造成影响"

从而不能正常发挥其生物学功能
+'(, (

D;!(')*+ 蛋白的体内表达

FjY) 家族酶与内源性脂肪酸代谢有着密切的联系 +'&, "如

嗜中性粒细胞中表达的 !'KERPZ基因"在对白细胞三烯 c) 的

)D羟化作用中发挥着重要的催化作用( 因此"遗传缺陷导致的

内源性脂肪酸代谢紊乱可引发多种疾病( 作为 FjY) 家族的
.孤儿酶/"FjY)]B 蛋白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其基因突变与
cF9发病的联系仍需进一步证明( !'KE]W 蛋白早在十多年前

已被证实广泛存在于全身多个器官组织
+<, ( 采用 W"AQ"$2 #.3Q

法检 测 可 确 定 FjY)]B 蛋 白 在 视 网 膜 色 素 上 皮 & $"Q-2,.

L-7+"2Q"/ "L-Q1".-5+" Ŷ*'Ĝ Y*D'C 细胞中的表达( 通过免疫

组织化学法研究分析"在人肝脏*生殖器官和内分泌器官中均

检测到 FjY)]B 蛋白表达"特别在以脂肪酸和类固醇代谢为主

的细胞中 FjY)]B 蛋白呈高表达状态 +C, ( 这一结论与临床研

究 cF9患者的血脂水平异常现象相一致 +'>, (

关于眼组织中的基因表达的研究"B( 年前 !'K$#$ 被检测

出是先天性青光眼的致病基因
+'=, )近年"!'KE]W 基因被检测

出在视网膜及 Ŷ*细胞中有表达 +E, )!'KWZL 和 !'KW!Q 基因

被检测出在视网膜和脉络膜中表达
+'E, ( 通过逆转录 YF̂ 法检

测出 !'KE]W 和 !'K$#$ 在眼组织中呈高表达状态"!'KW;$*

!'KW6W 和 !'KPZE 的转录呈现出较低水平"约为 !'KE]W +̂ HG

表达 量 的 &[" 而 !'KEZ$$* !'KE#$* !'KERW* !'KERP 和
!'KER$W 在眼组织中未检测出表达( 经免疫组织化学法进一

步检测"FjY)]B 蛋白在 Ŷ*细胞中呈高表达状态"在角膜上

皮细胞中也有所表达"这与 cF9患者眼组织的病变位置相符

合
+C, ( 综合眼组织中基因表达的数量及位置"可推测 !'KE]W

基因突变在 cF9的发病方面可能占主导地位(

E;!(')*+ 在脂肪酸代谢中的作用

视网膜视杆细胞的外节由富含视紫红质的盘膜构成"盘膜

中的脂类绝大部分是磷脂酰乙醇胺和磷脂酰丝氨酸"其主要成

分为棕榈酸&F'> h('*硬脂酸&F'E h('*油酸&F'E h''*二十二

碳六烯酸&/303A,1"U,"23-0,0-/"9TG"FBB h>2D<'以及少量的二

十碳五烯酸&"-03A,L"2Q,"23-0,0-/"*YG"FB( h&2D<' +'C, ( 其中"

9TG含量在视杆细胞外节脂肪酸总量的占比高达 &([( 盘膜

脱落再生的过程也是脂类在视网膜中循环的过程#在肝脏合成
9TG和盘膜脱落后被分解释放和酯化的脂质及 9TG由 Ŷ*

细胞摄取并进行代谢后"再进入视杆细胞内节合成新的盘

膜
+B(, ( 研究表明"灵长类动物视杆细胞外节每日更新约 '(["

且在生理条件下"盘膜的合成和脱落的速率几近相同 +B'a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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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膜再生循环过程中" Ŷ*细胞在对 9TG和脂质的摄取再利

用以及维持组织内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来有研究表明"早期的 cF9患者在视网膜广泛功能障碍的

情况下"视杆细胞外节和顶层 Ŷ*细胞出现异常 +B<, "这也许是

影响脂质循环的原因"但其具体机制需进一步实验证明(

直接对眼病变部位的结晶样沉着物进行化学组成分析有

可能揭示 cF9发病的病理生理机制( 结晶样沉着除在 cF9患

者角膜*视网膜沉积外"在成纤维细胞和淋巴细胞中也可观察

到该样物质( 对 cF9患者的成纤维细胞和淋巴细胞进行细胞

培养和脂代谢分析"发现 )D< 多不饱和脂肪酸"即脂肪酸前体

合成 2D< 多不饱和脂肪酸&L3.452A,Q5$,Q"/ R,QQ4,0-/A"YlOGA'的

量 降 低" 尤 以 'D亚 麻 酸 为 原 料 的 二 十 碳 五 烯 酸

&"-03A,L"2Q,"23-0,0-/"*YG"FB( h&2D<'和 9TG减少最为明显"

而以 'D亚麻酸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量增多( 该研究还指

出"以亚油酸为原料的 )D> 生物合成途径并未有明显异常 +B), (

!,-等 +B&,
近期的研究表明"!'KE]W 基因突变的 cF9患者"其血

浆中硬脂酸&'E h('含量升高"而油酸&'E h'2DC'含量降低( 李

孟达等
+'>,
通过对 cF9患者的血脂检测"发现 cF9患者血清的

三酰甘油&Q$-7.40"$-/""KN'*总胆固醇&Q3Q,.013."AQ"$3."KF'和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3S/"2A-Q4.-L3L$3Q"-2 013."AQ"$3."!9!DF'均

高于正常"推测 cF9患者体内 KN和胆固醇的合成量增多( 这

些研究均表明 cF9患者存在脂质代谢紊乱现象(

细胞色素氧化酶 Y)&( 家族介导催化一系列生物化学反

应#&''FjY'D< 成员介导外源性化合物的代谢"如药物和环境

污染物的代谢)&B'FjY) 以上家族成员介导脂肪酸和类固醇类

内源性底物的新陈代谢( FjY) 家族成员是典型的微粒体 )D羟

化酶"它与线粒体和过氧化物 &D氧化酶共同作用"在降解细胞

脂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B>, ( 与其他成员相比"!'KE]W 与

FjY) 家族成员的同源性较低"仅为 <'[ _<=["但其在昆虫细

胞中发挥了对中链 &F'(DF'>'饱和脂肪酸的选择性 )D羟化作

用"展现了与 FjY) 家族一致的催化特性"且 FjY) 蛋白酶的高

亲和性抗体 T*K(('> 对 !'KE]W 的羟基十二烷代谢有抑制作

用"证明 T*K(('> 也是 !'KE]W 的抑制剂( !'KE]W 在底物的

选择和抑制剂两方面均表现出 FjY) 家族的典型特点 +B=, ( 除

此之外"FjY) 家族酶中的 !'KERW 和 !'KERP#是人体肝脏中

主要的 YlOG羟化酶 +BE, ( 通过对纯化的 !'KE]W 和 !'KERW 进

行研究"发现二者对 9TG和 *YG的催化代谢速率相同"但

FjY)O家族酶并不在 Ĝ Y*D'C 细胞中表达( 因此"推测 9TG

和 *YG是 !'KE]W 在眼组织中的特异性底物"!'KE]W 在二者

的催化过程中占主导地位
+B=, ( 且肝脏中也可检测出 !'KE]W

的表达"从某种层面讲"!'KE]W 也可能参与肝脏中 )D<DYlOGA

的合成代谢
+C, ( 以上研究表明 !'KE]W 是选择性的饱和脂肪

酸 )D羟化酶"参与脂肪酸和胆固醇的代谢(

在探索核受体在人体脂质代谢调节及能量产生中的作用

研究中"!-等 +BC,
利用人细胞色素 Y)&( 家族的 !'KE]W 基因的

种间同源基因 !'K[PVZ$"人 Y)&( 氯化还原酶 Y:̂ 的同源基因

;N#[Q 以及人类核受体 ]9̂ ?!k̂ 同源的 9GOD'B"在秀丽隐杆

线虫体内构建了一个激素合成与核受体的通路 !'K[PVZ$D激素D

9GOD'B 通路( 研究中发现该通路在贮存脂肪的脂滴的热敏融

合中有特殊的调节作用( 这一观点提示了在人体细胞中也许存

在 !'KE]WDY:̂ D核受体通路用于将多室的脂滴转换为单室的脂

滴"而当这条通路调节异常时"便会出现病理性的脂肪储备(

B('= 年"!30g1,$Q等 +<(,
通过研究 ' 例 )̂((F点位纯合突变蛋白

模型"发现 !'KE]W 基因突变极有可能会导致酶功能的障碍"从

而导致脂肪酸代谢异常( 因此 !'KE]W 基因突变扰乱内源性脂

肪酸或类固醇的合成和分解途径可能是 cF9致病的原因(

F;X!1的治疗

cF9是进展性累及视网膜和脉络膜的疾病"目前尚无针对

性的 治 疗 方 法( 参 照 典 型 的 视 网 膜 色 素 变 性 & $"Q-2-Q-A

L-7+"2Q3A," Ŷ'可给予 cF9患者血管扩张剂*维生素及中药治

疗等支持疗法( 近些年"因视网膜免疫回避的特性"基因治疗

成为视网膜基因遗传疾病的研究重点"并在临床前期动物模型

的研究中展现出了良好的治疗前景( 分析对比发现"隐性突变

及 k连锁突变导致的蛋白缺失或无活性*无功能蛋白对于基因

治疗较为敏感
+<', ( 目前"大部分 Ŷ基因治疗的研究中采用了

病毒载体注射的方法"其中腺体相关性病毒 &,/"23D,AA30-,Q"/

P-$5A"GG]'因其操作简单*易通过生物屏障扩散到深层视网膜

等特点"成为视网膜疾病基因治疗载体的首选 +<B, ( c"22-0"..-

等
+<<,
对 Ŷ*>& 突变的鼠进行视网膜下注射 GG]B8̂ Y*>&"通过

小鼠视觉行为的改善"指出通过 GG]B8̂ Y*>& 在动物模型体内

传递 Ŷ*基因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而后续对隐性 Ŷ动

物模型的 !YX#$ 及 N;"AB突变基因的成功替代也证明了 GG]

载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a<&, ( c".Q$,2 等 +<>,

在研究由 "KX"基

因突变导致的 k连锁 Ŷ中发现"N̂ i' 是非人灵长类动物中视

锥视杆转基因表达的重要催化剂"这一结果为 "KX"Dk连锁 Ŷ

的患者构建了更好的病毒载体治疗方法( 5̂AA"..等 +<=,
证明了

基因治疗 Ŷ*>& 相关的遗传性视网膜疾病在 < 期临床试验中的

有效性"为未来基因治疗药物的生产奠定了基础(

FjY)]B 蛋 白 是 cF9潜 在 的 药 物 靶 向 治 疗 目 标" 但
FjY)]B 的蛋白三维结构"其活性部分的结构以及与底物的连

接方式仍不清楚( 为了解 FjY)]B 蛋白具体的生物学作用及

其对底物的特异性选择"i5+,$+<E,通过同源建模的方法构建了

FjY)]B 的三维结构模型"选择 ) 种可能的脂肪酸底物辛酸*十

二烷酸*豆蔻酸和棕榈酸"采用 !-L-2Ag-第五定律对药物的相似

性进行评价"该研究发现 FjY)]B 蛋白的同源模型与辛酸结合

时所需能量最低"提示 !'KE]W 蛋白与辛酸的结合更牢固"其次

是十二烷酸*豆蔻酸和棕榈酸"而 Y1"<BE*Y1"<CE*!"5'<> 和

;."&(> 等关键残基在底物与 FjY)]B 蛋白结合的过程中发挥重

要的作用( 这一发现为今后研发基于蛋白结构的药物治疗

cF9提供了很大帮助(

9TG在人视网膜组织及视神经细胞中含量占 )([ _

&(["有研究表明"9TG对人类视觉发育及功能有长久的影

响
+<C, "且 9TG与脂蛋白区域相互作用可以显著提高 NC(]突

变的热稳定性"在防止典型 Ŷ发生中发挥重要的生理作

用
+)(, ( 除此之外"如上文所述"9TG及 *YG参与盘膜再生循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B('E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F1-2 \*UL :L1Q1,.+3."\5.4B('E"]3.8<>"H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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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亦可能是 FjY)]B 在眼组织中的特异性底物"因此"9TG及
*YG缺乏会对脂质代谢过程有一定的影响"通过饮食及药物适

当补充 9TG及 *YG也许可以作为 cF9的辅助治疗策略(

除了对 cF9的治疗是研究的重点外"由 cF9引起的黄斑

水肿以及脉络膜新生血管&013$3-/,.2"3P,A05.,$-X,Q-32"FH]'也

是临床研究中的重点( !30g1,$Q等 +<(,
对 ' 例 cF9患者进行长

达 B( 年的随访"发现 )) 岁之后并发黄斑囊样水肿 &04AQ3-/

+,05.,$"/"+,"FM*'的概率增加"局部应用抗炎药物对有明显

渗漏的 FM*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对于无渗漏的 FM*并无明

显作用( 此前其他报道指出碳酸酐酶抑制剂可以减轻 FM*"但

抗药性和全身不良反应限制了其作用效果
+)', ( 部分 cF9患者

会并发 FH]"O5"$AQ等 +B<,
在对 ' 例 <) 岁女性 cF9患者的治疗

随访中发现"玻璃体腔注射免疫调节剂贝伐单抗对该类 FH]

有效(

G;小结

cF9是一种进展性的疾病"其特征性的临床表现为进行性

的周边视野缺损和不可逆性的视力下降"晚期可出现管状视

野"预后极差( 目前对于 cF9尚无特效治疗方法( 为解决
cF9的治疗问题"早期诊断和干预治疗是至关重要的( 近些

年"不断研究更新的 !'KE]W 基因突变位点"为 cF9早期基因

诊断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先进的影像检查手段"如荧

光素眼底血管荧光造影*:FK*I9D:FK*视网膜电图*眼电图等

的出现也为早期 cF9的诊断提供了有用的工具 +)Ba)&, ( 但对于

细胞色素 Y)&( 家族的.孤儿酶/!'KE]W"我们仍存在很多未解

决的问题( 虽然推测 !'KE]W 可能是 )D羟化酶的作用"但其在
Ŷ*中参与脂质循环的具体过程或转运通路以及基因突变是

否对酶或蛋白的活性造成影响从而导致 cF9发病的致病机制

仍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了解基因的致病过程对指导基因靶向

治疗有很大帮助( 随着分子生物学及基因技术的飞速发展"

!'KE]W 基因的功能和 cF9的发病机制将会进一步阐明"为未

来 cF9的基因靶向治疗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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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医学研究中知情同意和医学伦理学描述的要求

%%根据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提供的.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统一要求/的表述"本刊对作者撰写稿件时关于.知情同意/和.医学

伦理学/的描述提出如下要求#

&''知情同意%在未事先获得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患者有隐私不被侵犯的权力( 患者的身份信息"包括姓名*来源*住院号等均

不应该以文字*图片或家系信息的方式在出版物上公开"除非这些信息对于本研究是必需的"如需在出版物上显示"应征得患者&或

者父母*监护人'签署的书面同意书(

发表的文章中应该省略不必要的患者个人信息"但难以做到完全匿名时&如在照片中掩盖患者的眼部"不足以保护患者的隐私

权'"应提供知情同意的信息( 如果用改变患者的身份特征&如遗传家系等'以保护患者隐私权的方法"作者应该确保这些改变不影

响研究的科学性"并且编辑应在文中对此予以说明(

&B'医学伦理学%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研究"作者应该提及试验步骤是否符合相应的负责机构*国家委员会或 'C=& 年赫尔辛

基宣言&B((& 年修订'的医学伦理学标准( 如果研究过程对是否符合赫尔辛基宣言有疑问或存在一定的问题"作者应当做出客观

说明并解释研究的合理性"提交已通过审查机构的批准情况( 以动物为实验对象的研究"作者应当说明是否遵循当地的相关机构*

学会&国内或国外'及国家实验动物保护和使用指南(
&本刊编辑部'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B('E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F1-2 \*UL :L1Q1,.+3."\5.4B('E"]3.8<>"H38=

Q2xvdWRWZXJzaW9uLQ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