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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扎大鼠冠状动脉诱发心肌及背根神经节内降钙素
基因相关肽变化的研究
张建文郭政
【关键词】心肌缺血；

心肌；

背根神经节；

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神经源性机制

传统观点认为，心肌缺血、心肌梗死

织ＣＧＲＰ的变化及其分布规律；采用

ｃＤＮＡ的ＰｃＲ引物序列（上海博亚生物

的预后主要取决于缺血、损伤、坏死以及

ＲＴ—ＰＣＲ法检测ｃＡ０各组缺血区、非

技术公司设计合成）：ａ—ｃＧＲＰ（２０１

修复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基础心功能状

缺血区心肌（缺血区的对侧半球心肌组

上游引物５ ７一ＣＣＣＣＴＴＴＣＣＴＧＧＴＴＧＴＣ

态、冠状动脉（冠脉）病变程度以及心肌

织）、Ｓｈａｍ组心肌组织以及各组胸段

Ａ一３ ７，下游引物５’一ＣＣＴＣＡＧＣＣＴＣＣＴＧ

缺血原因“３，但神经源性机制在心肌缺

（Ｔ１～５）ＤＲＧ 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表达。

ＴＴｃｃＴｃ一３７；Ｂ—ｃＧＲＰ（１１１

血损伤中的作用国内外鲜有报道。本研

１．３．１

究中采用免疫组化和逆转录一聚合酶链

４℃、体积分数为ｏ．１％的Ｔｒｉｔｏｎ—ｘｌｏｏ

下游引物５ ７一ＧＧＴＧＧＧＣＡＣＡＡＡＧＴＴＧ

反应（ＲＴ—ＰＣＲ），分别从蛋白和基因水

中１０ ｍｉｎ，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洗３×

ＴＣＣＴ一３’；口一ａｃｔｉｎ（４２２

平观察结扎冠脉诱发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５

（ＣＧＲＰ）在心肌（包括缺血区和非缺血

为Ｏ．３％Ｈ。Ｏ：一甲醇溶液中室温孵育

ｃＧＲＰ蛋白水平检测：①切片置

ｍｉｎ；②切片置于新鲜配制的体积分数

ｂｐ）上游引物

５ ７一ＴＣＣＴＧＣＡＡＣＡＣＣＧＣＣＡＣＣＴＧ一３’，

ｂｐ）上游引物

５‘一ＧＡＧＡＣＣＴＴＣＡＡＣＡＣＣＣＣＡＧＣＣ一３’，

下游引物：５ ７一ＴＣＧＧＧＧＣＡＴＣＧＧＡＡＣＣ

区）及背根神经节（ＤＲＧ）内的变化，探

２０

讨神经源性机制在局部心肌急性缺血诱

Ｈ２０２室温孵育２０ ｍｉｎ，ＰＢＳ洗３×

发整体心肌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

５

ｍｉｎ；④滴加质量分数为ｏ．１％的胰蛋

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１．ｏ ｐｌ，上下游引物各

ｌ材料与方法

白酶３７℃下孵育１０ ｍｉｎ，ＰＢＳ洗３×

１．５肚ｌ，缓冲液２．５ ｐ１，无ＲＮＡ酶水

１．１实验动物与试剂：２７０～３００ ｇ健康

５

ｍｉｎ；⑤滴加正常山羊血清，３７℃封闭

１０．５”Ｉ。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５℃２ ｍｉｎ，

成年雄性ＳＤ大鼠２４只，由山西医科大

４０

学动物中心提供。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

４℃过夜，ＰＢＳ洗３×５ ｍｉｎ；⑦滴加生物

３５个循环后于７２℃终延伸１０ ｍｉｎ。扩

霉卵白素（ＳＰ）免疫组化试剂盒和３一氨

素标记二抗，３７℃下孵育３０

增完毕后取５弘ｌ ＰＣＲ产物，在淡化乙锭

基９一乙基咔唑（ＡＥＣ）显色试剂盒均购

洗３×５ ｍｉｎ；⑧滴加辣根酶标记的ＳＰ

（ＥＢ）染色的质量分数为１％的琼脂糖凝

自北京中山生物技术公司；ｃＧＲＰ抗体

３７℃下孵育３０ ｍｉｎ，ＰＢＳ洗３×５ ｍｉｎ；

胶上电泳，紫外凝胶成像系统扫描并得

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ＲＮＡ抽提试剂盒

⑨ＡＥＣ显色，苏木素复染，水性封片剂封

出条带灰度值。以目的基因与ｐａｃｔｉｎ条

购自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Ｔａｑ—ＤＮＡ聚合

片。每组设立阴性（试剂）对照，以ＰＢＳ

带灰度值的比值表示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表

酶、鸟成髓细胞性白血病病毒（ＡＭＶ）反

代替一抗，其余步骤同上。用图像分析系

达量的相对值。

转录酶及ＰＣＲ标准分子量等均购自美

统对免疫组化染色切片进行图像分析，

１．４统计学处理：实验数据以均数土标

国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

ＣＧＲＰ蛋白水平用平均吸光度（Ａ）值的

准差（ｚ士ｓ）表示，采用方差分析，Ｐ＜

１．２实验分组及心肌缺血大鼠模型制

半定量方法检测。每组大鼠随机观察缺

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备：参照文献［２］以冠脉闭塞（ＣＡ０）方

血区和非缺血区各６０个高倍视野，以平

２结

法制备大鼠心肌缺血模型。按随机数字

均Ａ值为指标进行半定量分析。

２．１

表法分为假手术组（Ｓｈａｍ组）及ＣＡＯ

１．３．２

ＣＧＲＰ基因水平检测：半定量

反应主要位于心内膜和心肌层以及心外

ｌ、３和６ ｈ组，每组６只。

ＲＴ—ＰＣＲ采用ｐ肌动蛋白（ｐａｃｔｉｎ）为内

膜血管内皮。不仅在心肌层细胞胞质，部

１．３标本制备及检测指标：按文献［２］

参照，按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总ＲＮＡ抽提

分细胞核也呈阳性；心外膜血管内皮呈

介绍的操作步骤取心脏及ＤＲＧ标本。

试剂盒说明书提取总ＲＮＡ，用紫外分光

强阳性反应。缺血区心肌纤维排列紊乱，

免疫组化染色切片，观察ＣＡｏ各组缺

光度仪测定ＲＮＡ浓度，琼脂糖电泳证

且可见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图１）。免

血区和非缺血区心肌及Ｓｈａｍ组心肌组

实ＲＮＡ完整性。逆转录反应在Ｏ．２ ｍｌ

疫组化统计结果显示：时间点和区域因

小离心管（ＥＰ管）中进行，体系为：５×逆

素均对大鼠心肌ＣＧＲＰ的变化产生影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３０４７１６５６）

作者单位：０３０００１太原，山西医科大学

ｍｉｎ，ＰＢＳ洗３×５ ｍｉｎ；⑧滴加３％

ｂｐ）

ｍｉｎ，甩于不洗；⑥滴加ＣＧＲＰ抗体，

ｍｉｎ，ＰＢＳ

转录缓冲液６弘ｌ，ＲＮＡ酶抑制剂ｏ．５

ＧＣＴＣＡ一３

７。在２５肚ｌ的ＰＣＲ反应体系

中包含ＭｇＣｌ２

１．５肛ｌ，ｄＮＴＰ

９４℃５０ ｓ，５５℃５０ ｓ，７２℃１

１．５ ｐｌ，

ｍｉｎ，共

果

免疫组化结果：ＣＧＲＰ的阳性免疫

ｐｌ，

响，且两者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单独效应

三磷酸脱氧核糖核苷（ｄＮＴＰ）２．５弘ｌ，

研究结果表明（图２）：ＣＡ０各组缺血区

ＡＭＶ反转录酶ｏ．８ ｐｌ，随机引物５ ｐｌ，

心肌ＣＧＲＰ水平均较Ｓｈａｍ组升高，在

二硫苏糖醇（ＤＴＴ）１．５弘ｌ，ＲＮＡ模板

ＣＡｏ ３

山西省人，医学硕士，医师，主要从事伤害性

６

区各组的变化趋势大致同缺血区，且各

刺激与器官损伤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ｚｊｗ０３０００１＠

反应条件：４２℃５０

１２６．ｃｏｍ。

转录反应结束后取５肛ｌ产物进行ＰＣＲ，

第二医院麻醉科
作者简介：张建文（１９７７一），男（汉族），

万方数据

ｐＩ，补充无ＲＮＡ酶水至３０牡ｌ。逆转录
ｍｉｎ，９８℃５

ｍｉｎ。逆

ｈ达高峰（Ｐ均＜Ｏ．０５）；非缺血

组ＣＧＲＰ水平均低于相应缺血区心肌
（Ｐ均＜Ｏ．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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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表达均低于相应缺血区
（Ｐ均＜Ｏ．０５）。

《
Ｚ
倒
昌
山
出
ｏ
Ｕ

Ｓ胁组ＣＡ０ｌ ｈ组ＣＡ０３

ｈ组ＣＡ０６ ｈ组

组别

图１高倍显微镜下观察ＣＡ（）３ ｈ组大鼠

注：与ｓｈａｍ组比较，８Ｐ＜Ｏ．０５；

心肌组织内ＣＧＲＰ的表达（ＡＥＣ，×４００）

注：与ｓｈａｍ组比较，“Ｐ＜Ｏ．０５；与ＣＡ（）１

＂

Ｏ

组比较，ｏＰ＜Ｏ．０５；与ＣＡ０
如

０

０

”

Ｏ

如

与ＣＡｏ

组织部位

３

ｈ

ｈ组比较，

图４各组大鼠心肌组织内ｐ—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
表达比较
ＤＲＧ内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表达：ＤＲＧ

２．３

晒

内可检测到“一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和ｐ—ＣＧＲＰ
ｏ

缺血区

ｍＲＮＡ（图５）。统计分析显示（图６，图７）：

非缺血区
组织部位

注：与ｓｈａｎｌ组比较，。Ｐ＜ｏ．０５；与ＣＡ【）ｌ

ｈ

ＣＡＯ各组ｄ—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和口一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表达均较Ｓｈａｍ组升高，ＣＡ（）

组比较，６Ｐ＜ｏ．０５；与ＣＡ（）３ ｈ组比较，
。Ｐ＜ｏ．０５；与本组缺血区比较，。Ｐ＜ｏ．０５
图２各组大鼠心肌组织内ｃＧＲＰ表达比较

３

ｈ组处于高峰（Ｐ均＜ｏ．０５）；ＣＡ０ ６ ｈ

组较３ ｈ组显著下降（Ｐ均＜ｏ．０５），但

ｈ组比较，ｂＰ＜ｏ．０５；

１
３

ｈ组比较，。Ｐ＜Ｏ．０５

图６各组大鼠ＤＲＧ内ｄ—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
表达比较

。Ｐ＜ｏ．０５；与本组缺血区比较，４Ｐ＜ｏ．０５

一覃｝３皿凹ｏｏ
Ｏ

与ＣＡｏ

誉◆

与ＣＡｏ １ ｈ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

心肌组织内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表达：

心肌组织内仅检测到ｐ—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

（Ｐ均＜Ｏ．０５）。
３讨

论

Ｓｈａｍ组心肌组织内有一定水平Ｂ—ＣＧＲＰ

ｃＧＲＰ是广泛分布于中枢和外周神

ｍＲＮＡ表达（图３）。统计结果显示：时间

经系统、含３７个氨基酸的神经肽，主要

点和区域因素均对大鼠心肌ｐ—ＣＧＲＰ

在初级感觉神经元胞体内合成，然后沿

发生，可产生类似“神经源性炎症”的反

ｍＲＮＡ表达产生影响，而且两者间存在

着神经元的中枢突和周围突双方向输送

应，加重心肌组织的损伤“，。本研究中

交互效应。单独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至末梢储存，当受到刺激时通过轴突反

观察到，ＣＡ０后１、３和６

（图４）：ＣＡ（）３ ｈ组和ＣＡ（）６ ｈ组Ｂ—ＣＧＲＰ

射向外周释放。３，与Ｐ物质（ＳＰ）、神经

在缺血区和非缺血区心肌均显著增加，

ｍＲＮＡ在心肌缺血区和非缺血区的表

激肽Ａ（ＮＫＡ）共同介导神经源性炎症

ｃＡ０ ３

达水平均较Ｓｈａｍ组显著增加（Ｐ均＜

反应。结扎大鼠冠脉诱发急性心肌缺血，

和８一ＣＧＲＰ两种亚型：ａ—ＣＧＲＰ主要在

ｏ．０５），但ＣＡ０ １ ｈ组与ｓｈａｍ组比较则

心脏感觉神经纤维末梢受刺激而产生伤

初级感觉神经元胞体内合成；８一ＣＧＲ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ｏ．０５），ＣＡＯ

害性神经信号，继而可能引起多种存在

则主要由免疫细胞合成和释放。３。我们

ｈ时达高峰，６ ｈ时则显著下降，但仍

于传入神经末梢中的生物学活性物质及

在心肌组织仅检测到ｐＣＧＲＰ

高于ＣＡ０ １ ｈ组（Ｐ均＜Ｏ．０５）；而在

促炎介质的释放，使局部血管扩张、渗

而在ＤＲＧ内则能同时检测到“一ＣＧＲＰ

非缺血区，ＣＡ０ ３ ｈ组和ＣＡｏ ６ ｈ组

出，通透性增加，进一步促进局部炎症的

ｍＲＮＡ和口一ＣＧＲＰｍＲＮＡ；同时观察到

３

Ｍ：Ｍａｒｋｅｒ；１、２：Ｓｈａｍ组；３、４：ＣＡ０
７、８：ＣＡ（）６

１

ｈ组；５、６：ＣＡ０

图３各组大鼠心肌组织内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表达

万方数据

３

ｈ组；３、５、７：缺血区；４、６、８：非缺血区

ｈ组

３

ＣＧＲＰ水平

ｈ达峰值。ＣＧＲＰ分为ａ—ＣＧＲＰ

Ｍ：Ｍａｒｋｅｒ；１、２：Ｓｈａｍ组；３、４：ＣＡｏ
５、６：ＣＡ０

ｈ

ｈ组；７、８：ＣＡ０

６

１

ｈ组；

ｈ组

图５各组大鼠ＤＲＧ内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表达

ｍ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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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ＣＡＯ各组大鼠ＤＲＧ内ｄ—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

综上所述，急性心肌缺血可诱发大

和ｐ—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的表达均较Ｓｈａｍ组

鼠整体心肌组织内ｃＧＲＰ水平的增高，

显著升高，且在ｃＡＯ ３ ｈ达高峰。心肌内

同时ＤＲＧ内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的表达也显

Ｂ ＣＧＲＰ ｍＲＮＡ也在ＣＡＯ ３ ｈ和ＣＡＯ
６

ｈ显著增高。提示心肌缺血所致心肌

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
［１ ２］Ｂａｌｌｅｔ

著增加，提示神经源性机制可能参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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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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