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验研究!

黄芩素对缺氧诱导的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中

脯氨酸羟化酶 : 表达的抑制作用
杨宁!路强!袁梦克!张晗!崔巍
#"Z#Z# 包头医学院研究生学院#杨宁%&#"##"$ 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路强$
张晗$崔巍%&"#"%"& 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顺义区空港医院眼科#袁梦克%
通信作者'路强"'()*+'IF+KQ*)./0"1%234(
567'"#2%$1#83()292*,,.2:#;<=#"1#2:#"$2""2##$

!!(摘要)!背景!脯氨酸羟化酶 :#AP5:%是缺氧诱导因子="'#P7_="'%降解酶"能够调控缺氧诱导的新
生血管形成过程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X'h_%和促红细胞生成素#'A6%等多种促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 黄
芩素对 AP5: 有抑制作用"了解其对缺氧诱导的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中 AP5: 表达的抑制作用有助于了解相
关新生血管性眼病的机制及其防治*!目的!观察 AP5: 在缺氧诱导的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中的表达变化"
探讨黄芩素对 AP5: 过表达的抑制作用及其意义*!方法!将出生 Z& - 以内 CA_级 C5乳鼠用体积分数 "#c
水合氯醛麻醉后以颈椎脱臼法处死"分离双侧视网膜后采用组织块培养法分离培养鼠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
采用兔抗羊胶质纤维酸性蛋白#h_DA%对神经胶质细胞进行鉴定* 将培养的细胞分为正常对照组$S4S+:组和
S4S+:v黄芩素组"其中正常对照组细胞进行常规培养"S4S+:组细胞培养液中添加 :## "(4+8TS4S+:以制备缺
氧细胞模型"S4S+:v黄芩素组细胞培养液中添加 :## "(4+8TS4S+:和 <# "(4+8T黄芩素溶液* 采用细胞计数
试剂盒=&#SSd=&%法检测各组细胞增生情况&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各组鼠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中 AP5:
和 X'h_的表达及其定位&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ASB法检测各组细胞中 AP5: 和 X'h_(BWD的相对表达量&
采用 e?,@?F. J+4@法定量检测各组细胞中 AP5: 和 X'h_蛋白的表达量*!结果!各组鼠视网膜神经胶质细
胞增生值#吸光度"U值%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g"%:[#<"Mg#[##%"其中 S4S+:组鼠视网膜神经胶质
细胞增生值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和 S4S+: v黄芩素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Mm#[#"%* 免疫荧光检测显
示"正常对照组细胞中 AP5: 和 X'h_均呈弱表达"S4S+:组细胞中 AP5: 和 X'h_均呈强阳性表达"S4S+: v黄
芩素组细胞中 AP5: 和 X'h_表达较 S4S+: 组减弱* 正常对照组$S4S+: 组和 S4S+: v黄芩素组细胞中
AP5: (BWD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11b#[#%Z$#[&;Zb#[#"< 和 #[ZZ<b#[#"$"AP5: 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b:[1"$"Z#[":bZ[:; 和 "%%["Zb:["""X'h_(BWD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Z1b#[##&$%[Z1<b#[#Z& 和
:[:1Zb#[#$%"X'h_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 <%:[:<b";[;:$1#"["%b"#[:" 和 <%$[%Zb<[;1"组间总体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P5:'Zg;#<[&;$Z%["&"均 Mm#[#"&X'h_'Zg:$["%$"&<[$;"均 Mm#[#"%"其中 S4S+:组
AP5: 和 X'h_(BWD及蛋白相对表达量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和 S4S+: v黄芩素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Mm#[#<%*!结论!体外低氧环境促进鼠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增生"同时诱导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中
AP5: 和 X'h_的表达上调* 黄芩素可有效抑制低氧环境下 AP5: 过表达引起的神经胶质细胞的增生和相关
促血管生成因子的表达"AP5: 有望成为缺氧性视网膜血管新生疾病的防治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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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KE ).I S4S+:vJ)*3)+?*. /F4KE2O-?3?++,*. @-?.4F()+34.@F4+/F4KE N?F?3K+@KF?I *. @-?34.H?.@*4.)+(?I*K(").I
:## "(4+8TS4S+: N),)II?I *. @-?(?I*K(@4?,@)J+*,- @-?-ME4V*)3?++(4I?+,*. @-?S4S+: /F4KE").I :## "(4+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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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FJ).3M% 4G@-?3?++,N),I?@?3@?I JM3?++34K.@*./R*@=& #SSd=&%2O-??VEF?,,*4. 4GAP5: ).I X'h_*. @-?
3?++,N),I?@?3@?I ).I +43)@?I K,*./*((K.4G+K4F?,3?.3?,@)*.*./2O-??VEF?,,*4.,4GAP5: (BWD).I X'h_(B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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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I*)J?@*3F?@*.4E)@-M"5B%是常
见的糖尿病慢性微血管并发症"是糖尿病患者致盲的
主要原因"但其病理机制仍未完全阐明 -". * 研究表
明"视网膜缺氧可造成促血管生长因子表达增加"其中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H),3K+)F?.I4@-?+*)+/F4N@- G)3@4F"
X'h_%的作用更为明显"从而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分
裂和增生"形成新生血管 -:. * 玻璃体腔注射 X'h_人
源化抗体治疗增生性 5B# EF4+*G?F)@*H?5B"A5B%有一
定疗效"但近年研究发现恶性肿瘤组织和细胞中新的
促新生血管因子表达上调"可逃避小分子抗 X'h_药
物的作用"因此单独使用抗 X'h_药物不足以完全抑
制新生血管的形成

-%. * 脯氨酸羟化酶 : # EF4+*.?
-MIF4VM+),?:" AP5: % 是 缺 氧 诱 导 因 子 # -ME4V*)
*.IK3*J+?G)3@4F"P7_%="'降解酶"可以调节 X'h_和促
红细胞生成素 #?FM@-F4E4*?@*."'A6%等多种因子的表

达"有研究显示 AP5: 可以通过多途径抑制新生血管
的形成

-Z. * 我们先前的研究采用基因芯片技术对
AP5: 进行研究"发现上游调节因子 P7_="'的表达与
AP5: 的表达相关"但通过慢病毒敲减 M7L] 基因后
P7_="'的表达量的变化并没有其他因子敏感 -<. "推测
AP5: 可能与其下游因子的表达密切相关"应选择下
游的终末作用因子 X'h_进行参照* 近年来研究发
现"用黄芩素抑制 AP5: 表达可促进肿瘤新生血管正
常化

-1. * 研究证实视网膜中存在 AP5: 的表达"抑制
其表达后能有效改善高氧所致的小鼠视网膜血管异

常
-$. "但 AP5: 与眼部缺氧性新生血管性疾病 X'h_

等因子表达的关系尚未明确* 本研究拟建立视网膜神
经胶质细胞缺氧模型"观察缺氧诱导的视网膜神经胶
质细胞中 AP5: 的表达变化及其与促血管生成因子表
达的关系"并探讨黄芩素对 AP5: 过表达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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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意义*

><材料与方法

>2><材料
>2>2><实验动物<1# 只出生 Z& - 以内 CA_级 C5乳
鼠购于内蒙古大学实验动物中心"乳鼠跟母鼠共同饲
养"供给充足的水分和食物* 本研究遵循中国国家标
准/实验动物环境及设施0 # h̀ "Z;:<%对普通动物实
验设施的有关标准*
>2>2?<主要试剂<氯化钴$黄芩素 #美国 C*/()公
司%&兔抗鼠 AP5: 多克隆抗体#;$#1)%$鼠抗兔 X'h_
多克隆抗体#;"%")%$羊抗鼠 7/h=_7OS抗体#;Z#:)%$
羊抗兔 7/h=SM抗体#;&%:)%#美国 DJ3)(公司%&兔抗
羊胶质纤维酸性蛋白 # /+*)+G*JF*++)FM)3*I*3EF4@?."
h_DA%多克隆抗体 #"11Z&""美国 C).@)SFKL公司%&
5>'>=_": 培养基 #美国 h*J34公司%&体积分数 <c
小牛封闭血清 #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公司%&e?,@?F.
J+4@裂解液#深圳碧云天生物技术公司%&逆转录试剂
盒$ASB试剂盒#日本 O)d)B)公司%*
>2?<方法
>2?2><C5乳鼠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的分离培养!采
用质量分数 "#c水合氯醛以 #[##Z (+8/的比例将乳
鼠麻醉"在无菌条件下采用颈椎脱臼法处死乳鼠后取
双侧眼球"分离视网膜组织* 将剥离的视网膜组织用
À C 冲洗 % 次"将其剪碎并置于质量分数 #[:<c胰蛋
白酶消化液#& \"# (+%中"摇匀后置于 %$ l细胞培养
箱内消化 %# (*."期间每隔 "< (*. 摇匀 " 次"弃掉胰蛋
白酶"加入含体积分数 <c小牛封闭血清的 5>'>=
_": 培养液终止消化"并用吸管柔和吹打使组织分散*
悬液经 "## 目筛网过滤入离心管中"离心半径 < 3("
" <## F8(*.离心 "# (*."重新悬浮细胞后接种于培养
瓶中"置入 %$ l$湿度为 "##c$含体积分数 <c S6:

和体积分数 ;<c空气的培养箱中进行培养"次日除去
悬浮细胞并继续培养"每隔 : 天换液 " 次"待 < \$ I
细胞生长融合达到 &#c时进行传代*
>2?2?<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对培养的视网膜神经胶
质细胞进行鉴定<应用抗 h_DA抗体常规免疫荧光染
色法鉴定鼠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
>2?2）<细胞分组及处理<将培养的视网膜神经胶质
细胞均衡分为正常对照组$S4S+:组和 S4S+: v黄芩素
组* 参照文献 - & Y; . 的研究结果"本研究中选择
<# "(4+8T黄芩素作用 ": -* 正常对照组细胞用
5>'>=_": 培养液进行常规培养"S4S+:组细胞培养液
中加入 :## "(4+8TS4S+:以制备缺氧细胞模型"S4S+: v

黄芩素组细胞培养液中加入 :## "(4+8TS4S+: 和
<# "(4+8T黄芩素溶液"各组细胞均处理 ": -*
>2?2@<细胞计数试剂盒=& 检测鼠视网膜神经胶质细
胞活性!为了避免研究中所用试剂对鼠视网膜神经胶
质细胞活性的影响"实验操作中设置阴性空白对照*
神经胶质细胞均衡分为正常对照组 # À C 组$5>C6
组%$黄芩素组$S4S+: v黄芩素组和 S4S+:组* 各组在
;1 孔板中配制 "## "+的细胞悬液"在 %$ l$<c S6:$
湿度为 "##c培养箱中培养 ": -"每孔加入 "# "+细胞
计数试剂盒=&#3?++34K.@*./R*@=&"SSd=&%溶液"继续孵
育细胞 : \Z -"用酶标仪于波长 Z<# .(处测定吸光度
值#U%"重复测量取平均值*
>2?2O<采用免疫荧光技术检测各组细胞中 A5P: 和
X'h_的表达!正常对照组$S4S+:组和 S4S+: v黄芩素

组以 Zn"#Z 8T的密度接种于 :Z 孔板"每孔 <## "+"每
组设 & 个复孔"置于 %$ l$<c S6:$湿度为 "##c培养
箱中进行培养"待细胞生长融合至 $#c时用 À C 洗 %
次"每次 < (*.&采用质量分数 Zc多聚甲醛在 Z l条件
下固定 "< (*."À C 洗 % 次"每次 < (*.&分别于培养孔
中添加 #[< (+含质量分数 #[:<c OF*@4. j="## 和质量
分数 <c 5>C6的 " 倍 À C 混合液"置于 %$ l培养箱
中培养 Z< (*."À C 清洗 % 次&滴加 <c小牛封闭血清"
%$ l条件下继续培养 " -&弃血清"分别滴加相应一抗
#" i:##%"Z l孵育过夜"À C 洗 % 次"每次 < (*."阴性
对照加入等体积的 À C&滴加荧光标记二抗#" i:##%"
置于湿盒 %$ l避光反应 " -&À C 洗 % 次"每次 "# (*.&
荧光淬灭封片剂封片"于暗室中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细胞中 A5P: 和 X'h_的表达分布*
>2?2Q<实时荧光定量 ASB法检测各组细胞中 AP5:
和 X'h_(BWD的表达!收集 "n"#1 \%n"#1

各组细

胞进行总 BWD的提取"À C 洗涤 % 次"" <## F8(*. 离
心 "# (*. 以沉淀细胞&加入 " (+OF*L4+试剂"混匀"室
温放置 < (*."移入 'EE?.I4FG管中"加入 :## "+氯仿"
用力振荡 "< ,"混匀后室温下放置 : \% (*. 分层"Z l
条件下 ": ### F8(*. 离心 "< (*.&小心吸取上层无色水
相"移至新 'EE?.I4FG管"加入等体积异丙醇"充分混
匀"室温静置 "# (*."Z l条件下 ": ### F8(*. 离心
"< (*.&弃上清"加入体积分数 $<c乙醇 #5'AS水配
制%" (+"混匀"轻轻洗涤管壁"Z l条件下 ": ### F8(*.
离心 < (*.&弃乙醇"室温下干燥 "# (*."加 :# \<# "+
5'AS处理的消毒去离子水溶解 BWD"沉淀"吸头吹打
后Y&# l保存备用* 按总的 BWD量为 " ### ./计算"
将提取的总 BWD逆转录为 35WD* 按照 O)R)F)的逆
转录 ASB试剂盒说明书配置反应体系"根据基因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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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供的 M7L]$A4[Z和 [UML7基因序列"用 EF*(?F
<2# 软件设计引物序列#表 "%"由北京赛北盛基因技
术有限公司合成"为 ADh'纯化产品* 扩增条件为
;< l预变性 %# ,&;< l变性 < ,"1# l退火及延伸 %# ,"
共 Z# 个 循 环* 以 hDA5P 为 内 参 对 照* 采 用
*̀4B)IS_j>).)/?F软件利用比较 S@法分析各目的基
因 (BWD的表达量* 每种样本设 "< 个复孔*

表 ><目的基因引物序列

基因 引物序列#<2=%2 % 产物长度# JE%

M7L] _'<2=OSSDhhDhDDhhShDDSS=%2 "1&
B'<2=ShOSSDSSDSDSDhDOhS=%2

A4[Z _'<2=hhhDDhDhhDhhDhDOhD=%2 ""#
B'<2=hSOhhhOOOhOShhOhOO=%2

!注'AP5'脯氨酸羟化酶&X'h_'血管内皮生长因子&_'上游序列&B'

下游序列

>2?2R < e?,@?F. J+4@法检测各组细胞中 AP5: 和
X'h_蛋白表达!细胞用 Z l预冷的 À C##[#" (4+8T"
EPg$2:%漂洗 : \% 次"置冰上"加入 Z l预冷的细胞
裂解液#<# ((4+8T"EPg$21% "<# "+"水平放置冰浴
%# (*."使细胞充分裂解"Z l条件下 ": ### F8(*. 离
心 %# (*."收集上清液移至 'A管"取 < "+上清液 S̀D
比色法测定蛋白浓度"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出样品蛋白
浓度* 用蒸馏水将蛋白样品稀释成相同质量浓度"取
:# "+蛋白样品"加入 :# "+上样缓冲液"将混合液置于
;< l水浴孵育 "# (*.&将蛋白标志物 "# "+与 "# "+样
品缓冲液置于 "## l水浴 < (*."取混合液 :# "+加入
聚丙烯酰胺凝胶上样孔中&调节电压至 &# X进行电
泳&观察溴酚蓝指示剂离开浓缩胶后"电压调至 ":# X"
待溴酚蓝到达凝胶末端时停止电泳&调节电流至
:< (D"电转移 : -"将蛋白转印至 AX5_膜上* 用
Ò CO配制的质量分数 <c脱脂奶粉封闭孵育 Z -*
Ò CO洗膜 % 次"将 AX5_膜置于一抗中"在 Z l环境
下孵育 ": -&Ò CO洗膜 "< (*."共 % 次"将 AX5_膜置
于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二抗"%$ l条件下摇动孵育
" -&加 'ST显色液显影并摄片后行灰度值分析"以
hDA5P为内参照"计算各目的蛋白相对表达量*
>2）<统计学方法

采用 CACC "$2#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
究中检测指标的数据资料经 C-E*F4=e)++*,检验符合正
态分布"以 \b8表示* 采用均衡分组单因素干预实验
设计"正常对照组$黄芩素组$S4S+:v黄芩素组和 S4S+:
组间细胞增生值#U值%"正常对照组$S4S+:组和 S4S+: v
黄芩素组间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中 AP5: 和 X'h_

(BWD及其蛋白相对表达量总体差异比较均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TC5=6检验* 采用双
尾检测法"Mm#[#<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各组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增生活性
正常对照组$黄芩素组$S4S+:组和 S4S+: v黄芩素

组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增生值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Zg"%:[#<"Mg#[##%"其中 S4S+:组增生值明显
高于正常对照组和 S4S+: v黄芩素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Mm#[#"%"S4S+: v黄芩素组与正常对照组细
胞增生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w#[#<%#表 :%*

表 ?<各组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增生值的比较#!T""#值%

组别 样本量 细胞增生值

正常对照组 :# #[%&<b#[##1

黄芩素组 :# #[%$#b#[##$
S4S+: v黄芩素组 :# #[Z"&b#[##%)

S4S+:组 :# #[<$<b#[#"#)J

Z值 "%:[#<
M值 #[##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Mm#[#<&与 S4S+: v黄芩素组比较
JMm#[#<#单

因素方差分析"TC5=6检验%!S4S+: '氯化钴

?2?<各组细胞中 AP5: 和 X'h_的表达及定位
正常对照组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的细胞质中可见

AP5: 蛋白的弱阳性表达"呈弱红色荧光"细胞核中未
见 AP5: 蛋白表达* 正常对照组 X'h_蛋白主要表达
于细胞膜和细胞质"均呈弱绿色荧光"细胞核中无表
达* S4S+:组细胞中 AP5: 和 X'h_均为强阳性表达"
主要表达于细胞核和细胞质"其中细胞核中表达更强"
细胞质中以靠近核周部表达较强"S4S+: v黄芩素组
AP5: 和 X'h_蛋白的表达强度均较弱#图 "%*
?2）<各组鼠神经胶质细胞中 AP5: 和 X'h_(BWD
相对表达量的比较

实时荧光定量 ASB检测显示"正常对照组$S4S+:
组和 S4S+:v黄芩素组 AP5: 和 X'h_(BWD相对表达
量的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g;#<[&;$
:$["%"均 Mm#[#" %* S4S+:组 AP5: 和 X'h_(BWD
相对表达量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Mm#[#" %&S4S+: v黄芩素组 AP5: 和 X'h_
(BWD相对表达量明显低于 S4S+: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Mm#[#"%&S4S+: v黄芩素组与正常对照组间
AP5: 和 X'h_(BWD相对表达量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Mw#[#<%#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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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μm B50μm

C50μm 50μm D

E F50μm 50μm

图 ><各组鼠神经胶质细胞中 0mE? 和 N）LJ的表达 #标尺 g
<# "(%!D'正常对照组鼠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中 AP5: 蛋白呈弱
阳性表达"呈弱红色荧光#SM%%! '̀S4S+:组细胞中 AP5: 蛋白呈强

阳性表达#SM%%!S'S4S+: v黄芩素组细胞中 AP5: 蛋白表达减弱

#SM%%!5'正常对照组细胞膜和细胞质中可见 X'h_的弱表达"呈
弱绿色荧光#_7OS%!''S4S+:组细胞中 X'h_表达明显增强#_7OS%

_'S4S+: v黄芩素组细胞中 X'h_表达明显减弱#_7OS%
!

表 ）<各组细胞中 0mE? )2P%和 N）LJ)2P%
相对表达量的比较#!T"%

组别 样本量 AP5: (BWD X'h_(BWD

正常对照组 :# #[%11b#[#%Z) "[%Z1b#[##&)

S4S+:组 :# #[&;Zb#[#"< %[Z1<b#[#Z&
S4S+: v黄芩素组 :# #[ZZ<b#[#"$) :[:1Zb#[#$%)

Z值 ;#<[&; :$["%
M值 #[## #[##

!注'与各自的 S4S+:组比较")Mm#[#"#单因素方差分析"TC5=6检验%

AP5'脯氨酸羟化酶&X'h_'血管内皮生长因子&S4S+: '氯化钴

?2@<各组神经胶质细细胞中 AP5: 和 X'h_蛋白的
表达

e?,@?F. J+4@检测结果显示"各组鼠视网膜神经胶
质细胞中 AP5: 蛋白和 X'h_蛋白相对表达量总体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gZ%["&$"&<[$;"均 Mm
#[#"%* S4S+:组 AP5: 和 X'h_蛋白相对表达量较正
常对照组明显增高"S4S+: v黄芩素组 AP5: 和 X'h_

蛋白相对表达量明显低于 S4S+: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Mm#[#"%"S4S+: v黄芩素组与正常对照组间
AP5: 和 X'h_蛋白相对表达量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 Mw#[#<%#图 :"表 Z%*

B

PHD245000

GAPDH45000

VEGF47000

GAPDH40000A

1 2 3 1 2 3

图 ?<3"5#",-;.+#法检测各组细胞中 0mE? 和 N）LJ蛋白表达情
况!正常对照组鼠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中 AP5: 和 X'h_表达条带
较弱"S4S+:组 AP5: 和 X'h_表达条带明显增强"S4S+: v黄芩素组

AP5: 和 X'h_表达条带强于正常对照组"弱于 S4S+:组!D'各组细

胞中 AP5: 的表达! '̀各组细胞中 X'h_的表达!"'正常对照组!
:'S4S+:组!%'S4S+: v黄芩素组!AP5'脯氨酸羟化酶&X'h_'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
!

表 @<各组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中 0mE? 和
N）LJ蛋白相对表达量的比较#!T"%

组别 样本量 AP5: 蛋白 X'h_蛋白

正常对照组 :# "%"[:$b:[1") <%:[:<b";[;:)

S4S+:组 :# "Z#[":bZ[:; 1#"["%b"#[:"
S4S+: v黄芩素组 :# "%%["Zb:["") <%$[%Zb<[;1)

Z值 Z%["& "&<[$;
M值 #[## #[##

!注'与各自的 S4S+:组比较")Mm#[#<#单因素方差分析"TC5=6检验%

AP5'脯氨酸羟化酶&X'h_'血管内皮生长因子&S4S+: '氯化钴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质量浓度的黄芩素溶液对
胶质细胞增生均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研究表明当
黄芩素溶液质量浓度升高时"神经胶质细胞的存活率
降低"高质量浓度黄芩素可使细胞大量死亡"低药物浓
度条件下同样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 * 缺氧条件
下 AP5: 和 X'h_蛋白在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中表达
明显增高"给予 AP5: 抑制剂黄芩素处理后鼠视网膜
神经胶质细胞的增生明显受到抑制"AP5: 和 X'h_
表达明显下调"说明 AP5: 在缺氧性视网膜新生血管
疾病中发挥一定作用"而黄芩素可能通过下调 AP5:
和 X'h_表达对相关眼病发挥治疗作用* 近年的研究

表明"抑制肿瘤细胞中 AP5: 的表达可对肿瘤组织的
增生起负性调控作用

-"". * >?@*R)+)等 -":.
研究发现"敲

除 M7L] 基因后非洲爪蟾胚胎发育受到抑制* AP5:

抑制剂也可减少人肌间静脉血管的形成
-"%. * 单独敲

除 M7L] 基因可导致小鼠胚胎死亡"AP5: 在肿瘤细
胞中的高表达可促进肿瘤的迁移和成纤维细胞的增

生
-"ZY"<. * 另有研究表明"应用 AP5: 抑制剂可抑制乳

腺肿瘤向肺脏和肝脏的转移"在体外可抑制多种细胞
的侵袭和迁移

-"1. * AP5: 还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细
胞的增生和血管的形成过程"通过转化生长因子=!
#@F).,G4F(*.//F4N@- G)3@?F=!"Oh_=!%和内皮细胞酪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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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激酶受体 :#@MF4,*.?R*.),?F?3?E@4F,:"O7':%等途径
影响细胞增生"沉默 M7L] 基因可以减少 Oh_=!的表
达"进而抑制肿瘤的生长 -"$Y";. * 但也有研究发现"应
用 AP5: 抑制剂 O>1##& 可以使缺氧条件下细胞的生
存能力增强"同时 O>1##& 也使 X'h_表达降低"可能
原因是其采用的 CPaCa=<a细胞不包含血管生成的相
关因子

-:#. *
胶质细胞活化可释放并产生多种促血管因子"从

而促进新生血管的生成
-:". * 本研究中发现"早期

AP5: 在鼠神经胶质细胞的表达升高"可能与低氧引
起的视网膜血管损伤有关&另一方面"AP5: 和 X'h_
的表达升高可能促进新生血管形成* 研究发现"正常
氧条件下 AP5: 可降低组织及细胞中 P7_=" 的表达"
抑制血管生成* 也有研究报道"AP5: 在病理条件下
的组织及细胞中表达升高"并使 P7_=" 表达增加"促进
肿瘤新生血管的形成

-:%. "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
P7_="'家族蛋白的稳定性与活性受 AP5的调节"随着
氧含量的降低"AP5活性受到抑制"P7_="'降解途径
中断"从而导致 P7_="'大量堆积"P7_="'含量的增加
反过来诱导 AP5: 的进一步表达"且 P7_="'聚集并进
入细胞核"还可诱导一系列靶基因"如 A4[Z$4M?基
因的表达"进而启动低氧应答反应"形成负反馈调节
环"在激活低氧转导通路中发挥协同作用* 因此"
AP5: 在胶质细胞中的表达升高提示其可能在 5B视
网膜缺血阶段起主要作用"可能是视网膜内层局部缺
血引起胶质细胞中 AP5: 的表达增加"进而激活促血
管生成因子的表达"最终引起视网膜新生血管形成*

采用体外细胞缺氧模型模拟 5B缺氧环境可能与
人类的 5B程度不完全相同"但该研究中发现缺氧使
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中 AP5: 的表达增加"黄芩素可
阻止 AP5: 促血管形成的作用* 本研究结果对进一步
开展 5B的相关研究和探讨 5B的发病机制提供了参
考依据*

缺氧可以诱导视网膜神经胶质细胞中 AP5: 表达
升高"同时可伴有 X'h_的表达升高"AP5: 抑制剂可
有效抑制 X'h_的表达"提示 AP5: 可能参与缺氧性
视网膜血管疾病的发生过程"其相关的作用通路还有
待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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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双眼脉络膜转移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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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眼底照相拼图!D'右眼视盘边界清楚"视盘上方 : A5处见视网膜下一灰黄色结节
状实性隆起"约 % A5大小! '̀左眼视盘下方见一灰黄色结节状实性隆起"约 < A5大小"
累及视盘下方盘沿及黄斑!图 ?<眼 F型超声影像!D'右眼鼻上方球壁前见一团状中
等回声隆起! '̀左眼后极部球壁前可见一团状中等回声隆起"内回声欠均匀!图 ）<眼
JJ%影像!D'右眼视盘上方见一 % A5大小斑驳状高荧光斑"伴有部分荧光素渗漏! '̀
左眼视盘下方见一 < A5大小斑驳状高荧光斑"伴有部分荧光素渗漏!图 @<眼 CCC后
眼底照相!D'右眼眼底肿瘤区出现灰白色激光反应斑! '̀左眼眼底肿瘤区出现灰白色
激光反应斑!

!!患者"女"Z1 岁"因双眼视物模糊 " 个月余就诊B 患者 " 个

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眼视物模糊"并进行性加重"无眼痛$眼

胀$视物变形及变小等不适"就诊于当地医院"考虑双眼脉络膜

占位性病变"建议转解放军第一八#医院就诊B :#"Z 年 "# 月

在江苏某医院行子宫附件彩色超声检查提示'左侧附件肿物"

性质待查&:#"Z 年 ": 月 ": 日于解放军第一八#医院复查子宫

及附件彩色超声提示左侧附件区实性肿物#性质待定%&子宫$

右侧卵巢未见明显异常B 眼科检查'裸眼视力右眼 #[&"左眼
#[Z"矫正均无提高B 双眼外及眼前节未见明显异常B 右眼视

盘边界清楚"色橘红"视盘上方 : 个视盘直径 # E)E*++)FMI*,3"

A5%处可见视网膜下一灰黄色结节状实性隆起"约 % A5大小
#图 "D%&左眼视盘下方见一灰黄色结节状实性隆起"约 < A5

大小"累及视盘下方盘沿及黄斑#图 " %̀ B 非接

触式眼压计测眼压示"右眼"Z[# ((P/#" ((P/g

#["%% RA)%"左眼"%[# ((P/B 视野右眼大致正

常"左眼与隆起物相对应区域上方视野缺损B

眼部 `型超声示"右眼鼻上方球壁前见一团状

中等回声隆起#图 :D%&左眼后极部球壁前可见

一团状中等回声隆起"内回声欠均匀 #图 : %̀ B

荧光 素 眼 底 血 管 造 影 # GK.IK,G+K4F?,3?*.

)./*4/F)E-M"__D%显示"右眼视盘上方一 % A5

大小斑驳状高荧光斑"伴有部分荧光素渗漏
#图 %D%"晚期神经上皮下荧光素积存&左眼视

盘下方一 < A5大小斑驳状高荧光斑"伴有部分

荧光素渗漏#图 % %̀ "晚期神经上皮下荧光素积

存B 正电子发射体层摄影=j射线电子计算机

体 层 摄 影 # E4,*@F4. ?(*,,*4. @4(4/F)E-M8

34(EK@?F@4(4/F)E-M"A'O8SO%检查示"双附件占

位"脱氧葡萄糖#G+K4F4I?4VM/+K34,?"_5h%代谢增

高"考虑为卵巢癌&前纵隔肿块"_5h代谢增高"考虑为侵袭性

胸腺瘤&双眼脉络膜增厚"_5h代谢增高"考虑为转移瘤可能B

肿瘤标志物检查示"SD":< 为 $#[#; #̂商品单位%8(+#参考值为

# \%<[## ^8(+%"Sa_BD:"=" 为 $[<$ ./8(+#参考值为 # \

%[%# ./8(+%&S'D和 SD"<=% 检查结果均在正常范围内B 结合

妇产科医师会诊意见后"初步诊断'双眼脉络膜转移癌 #卵巢

癌%B 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后"患者拒绝行有创性病程检查"

于 :#"Z 年 ": 月 "1 日行双眼经瞳孔温热疗法 #@F).,EKE*++)FM

@-?F(4@-?F)EM"OOO%"治疗后第 " 天双眼底肿瘤区出现灰白色激

光反应斑#图 Z%B 患者接受完 OOO治疗后转肿瘤专科进一步

行化学药物治疗及放射治疗B 治疗后 " 个月复查示双眼肿瘤

区部分萎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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