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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胃癌 ＨＧＣ － ２７ 细胞中过表达生物钟蛋白 ＣＲＹ１
对细胞内 ｃＡＭＰ 生成的抑制作用
黄钱武

徐蕾

【 摘要】

目的

建立稳定过表达生物钟蛋白 ＣＲＹ１ 的人胃癌细胞系ꎬ并检测 ＣＲＹ１ 过表达对细胞内

ｃＡＭＰ 生成造成的影响ꎮ 方法

克隆 ＣＲＹ１ 基因ꎬ构建出过表达 ＣＲＹ１ 基因的慢病毒穿梭质粒ꎮ 制备并浓

缩过表达 ＣＲＹ１ 的慢病毒颗粒ꎬ用其感染人胃癌 ＨＧＣ－２７ 细胞ꎬ筛选获得稳定过表达 ＣＲＹ１ 的细胞系ꎮ 对
过表达 ＣＲＹ１ 的细胞及未过表达的对照组细胞给予异丙肾上腺素( ｉ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ｅｎｏｌꎬＩＳＯ) 刺激ꎬ检测两组细胞

内 ｃＡＭＰ 含量的变化的差异ꎮ 结果 成功构建过表达生物钟蛋白 ＣＲＹ１ 的人胃癌细胞系ꎮ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ＲＴ
－ＰＣＲ 结果显示ꎬ相对于对照组ꎬ过表达组细胞内 ＣＲＹ１ ｍＲＮＡ 表达量高出约 ６４ 倍ꎮ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结果
显示ꎬ相对于对照组ꎬ过表达组细胞内 ＣＲＹ１ 蛋白表达量高出近 ４ 倍ꎮ 在受到 ＩＳＯ 刺激后ꎬ过表达组细胞
的 ｃＡＭＰ 的生成量相对于对照组明显较少ꎮ 结论
著抑制了 ＩＳＯ 刺激下细胞内 ｃＡＭＰ 的生成ꎮ
【 关键词】

人胃癌 ＨＧＣ－２７ 细胞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３７.７１

ＣＲＹ１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在人胃癌 ＨＧＣ－２７ 细胞中过表达生物钟蛋白 ＣＲＹ１ꎬ显

ｃＡＭ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０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Ｍ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ＨＧＣ－２７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ａｄ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ＲＹ１ ＨＵＡＮＧ Ｑｉａｎ－ｗ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Ｗａｎｎ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Ｗｕｈｕꎬ Ａｎｈｕｉꎬ
２４１００２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ｈｕｍａ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ａｄｉａ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ＲＹ１
ｂｅｉｎｇ ｓｔａｂｌｙ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ＲＹ１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Ｍ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ＣＲＹ１ ｇｅｎｅ ｗａｓ ｃｌｏｎｅｄꎬ ａｎｄ ａｌｅ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ｌａｓｍｉｄ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Ｙ１ ｇｅｎｅ ｗａ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ＣＲＹ１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ｎ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ＨＧＣ － ２７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ＣＲＹ１ ｂｅｉｎｇ ｓｔａｂｌｙ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ｗ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Ｙ１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ｅ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ｓｏｐｒｏｔｅｒｅｎｏｌ ( ＩＳＯ) 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ＭＰ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ＣＲＹ１ ｂｅｉｎｇ
ｓｔａｂｌｙ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ｗ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ＲＴ－ＰＣＲ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ＲＹ１ ｍＲ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ａｂｏｕｔ ６４ ｔｉｍ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ＲＹ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Ｏ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ＣＲＹ１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ＨＧＣ－２７ ｃｅｌｌ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Ｓ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ｃＡＭ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ＨＧＣ－２７ ｃｅｌｌｓꎻ ＣＲＹ１ꎻ ｃＡＭＰ
人体的昼夜节律是人体生理的一个基本属性ꎬ人体各种

此可见ꎬＣＲＹ１ 不仅可以调节生物钟ꎬ还可以参与体内许多其

生理过程包括体温、能量代谢ꎬ激素分泌和睡眠等都存在昼夜

他生物学功能ꎬ其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和预后中也可能起到了

节律ꎬ而昼夜节律受到人体内生物钟的调控

[１]

ꎮ 流行病学研

究表明ꎬ生物钟的紊乱会使人患癌症的风险大大增加ꎬ也会影
响肿瘤患者的预后

[２]

ꎮ 人隐色素 １( ＣＲＹ１ꎬｃｒｙｐｔｏｃｈｒｏｍｅ１) 是

光修复酶的同源物ꎬ但生物学功能与光修复酶不同ꎬＣＲＹ１ 不
具有修复 ＤＮＡ 上紫外损伤的能力ꎬ在哺乳动物体内主要扮演
着生物钟蛋白的角色ꎮ 越来越多的 研 究 表 明ꎬ 生 物 钟 蛋 白

一定的作用ꎮ 为了探索 ＣＲＹ１ 在胃癌细胞的增殖中的作用ꎬ
我们构建了 ＣＲＹ１ 稳定过表达的人胃癌 ＨＧＣ－ ２７ 细胞系ꎬ检
测了 ＣＲＹ１ 基因和蛋白表达变化ꎬ并对其可能作用的信号通
路如 ｃＡＭＰ 通路做了初步探索ꎮ
一、材料与方法

１.质粒、菌株、细胞株:慢病毒三质粒包装系统质粒由淼

视交叉上核( ｓｕｐｒａｃｈｉａｓｍａｔｉｃ ｎｕｃｌｅｕｓꎬＳＣＮ) 组织中表达ꎮ 在对

灵质粒平台购买ꎬ分别是:过表达穿梭质粒:ｐＣＤＨ － ＥＣＭＶ －
ＭＣＳ － ３ × ＦＬＡＧ － ＥＦ１α － ＺｓＧｒｅｅｎ１ － Ｔ２Ａ － Ｐｕｒｏꎬ 辅 助 质 粒:

瘤ꎬ其生长比在正常小鼠皮下种植的肿瘤快 [３] ꎮ 研究表明ꎬ

癌 ＨＧＣ－２７ 细胞、人胚肾 ２９３Ｔ 细胞均由本实验室保存ꎮ

ＣＲＹ１ 与肿瘤之间有着很重要的关系ꎮ 已发现 ＣＲＹ１ 大量在
小鼠的研究中发现ꎬ在 ＳＣＮ 被手术破坏的小鼠皮下种植的肿

ＣＲＹ１ 敲除后会使细胞内抗有丝分裂激酶 Ｗｅｅ１ 表达量上调ꎬ

ｐｓＰＡＸ２、ｐＭＤ２.Ｇꎮ 感受态 ＤＨ５α 菌种由本实验室保存ꎮ 人胃
２.试剂:ＲＮＡ 提取试剂盒、琼脂糖凝胶回收试剂盒、ＤＮＡ

但是在辐射环境中ꎬＣＲＹ１ 敲除的小鼠和正常的小鼠相比患

Ｍａｒｋｅｒ、胰蛋白酶、ＢＣＡ 蛋白浓度试剂、ＨＲＰ 标记二抗均购自

其患肿瘤的风险比正常小鼠明显增高ꎻ但进一步敲除 ＣＲＹ１ꎬ

酸( ＮＥＡＡ) 购自 Ｇｉｂｃｏ 公司ꎮ 胎牛血清购自于四季青公司ꎮ

肿瘤概率并无明显差异 [４] ꎮ 抑癌基因 Ｐ５３ 基因突变的小鼠ꎬ
反而会降低小鼠患肿瘤的风险ꎬ并延长其寿命 １.５ 倍 [５] ꎮ 由

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ꎮ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 培养基、非必需氨基
蛋白预染 Ｍａｋｅｒ 购自于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ｓｈｅｒ 公司ꎮ ＣＲＹ１ 单克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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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购自于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 公司ꎬＧＡＰＤＨ 抗体购自于博士德公司ꎮ

 ９９

４.统计学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ꎬ计量

Ｔｒｉｚｏｌ 购自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公司ꎮ

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不同处理组之间差异的比

细胞中提取总 ＲＮＡꎬ所提 ＲＮＡ 经过检测后符合逆转录要求ꎬ

中以∗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ꎬ∗∗∗Ｐ<０.００１ 表示ꎮ

３.方法:(１) ＣＲＹ１ 过表达载体的构建:从培养的 ＨＧＣ－２７

进行逆转录 ｃＤＮＡ 的合成ꎮ 将逆转录得到的 ｃＤＮＡ 为模板进
行 ＰＣＲꎬ获得含目的基因 ＣＲＹ１ 全长的产物ꎮ 产物通过琼脂

较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分析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ꎬ图
二、结果

１.构建慢病毒 ＣＲＹ１ 过表达穿梭质粒:从 ＨＧＣ － ２７ 细胞

糖凝胶电泳ꎬ使用胶回收试剂盒对 ＰＣＲ 产物进行纯化ꎮ 将目
的基因 ＣＲＹ１ 的扩增产物和 ｐＣＤＨ －ＥＣＭＶ －ＭＣＳ － ３ × ＦＬＡＧ －

中提取总 ＲＮＡꎬ逆转录成 ｃＤＮＡ 后ꎬ通过 ＰＣＲ 扩增 ＣＲＹ１ 基

酶进行双酶切ꎮ 酶切所得产物再次使用琼脂糖凝胶电泳ꎮ 通

定ꎬ发现在 １７００ｂｐ 处有明显的基因片段( 见图 １) ꎮ 对通过双

ＥＦ１α－ＺｓＧｒｅｅｎ１－Ｔ２Ａ－Ｐｕｒｏ 质粒同时用 ＢａｍＨ１ 和 Ｘｈｏ１ 内切
过胶回收试剂盒对酶切产物进行胶回收后ꎬ使用 Ｔ４ 连接酶连
接ꎮ 将连接产物转化到 ＤＨ５α 感受态ꎬ３７ ℃ 过夜培养后ꎬ挑

出单菌落于 １００ ｍｌ ＬＢ 中扩大培养ꎮ 待菌液 ＯＤ 值达到 １. ０
时ꎬ取菌液送测序公司测序ꎮ 并将成功构建的穿梭质粒命名

因ꎬ将基因片段酶切后插入穿梭质粒ꎬ获得 ＣＲＹ１ 过表达穿梭
质粒ꎮ 所得质粒通过 ＢａｍＨ１ 和 Ｘｈｏ１ 内切酶进行双酶切鉴
酶切鉴定的质粒进行测序ꎬ测序结果通过序列比对验证ꎬ发现
克隆基因的序列完全正确ꎬ无突变和缺失ꎮ 并将成功构建的
质粒命名为 ｐＣＤＨ－ＣＲＹ１ꎮ

为 ｐＣＤＨ－ＣＲＹ１ 质粒ꎮ (２) 过表达 ＣＲＹ１ 慢病毒载体的制备:
共转染 ｐＣＤＨ－ＣＲＹ１、ｐｓＰＡＸ２、ｐＭＤ２. Ｇ 质粒至对数期状态的

２９３Ｔ 细 胞 中ꎮ 因 穿 梭 质 粒 中 同 时 可 表 达 绿 色 荧 光 蛋 白

( ＧＦＰ) ꎬ所以在实验过程中可通过荧光显微镜观察转染效率ꎮ
分两次收集 ４８ ｈ 内细胞上清ꎬ用 ０.４５ μｍ 过滤器过滤上清液

于 ４０ ｍｌ 超速离心管中ꎬ浓缩至需要的病毒浓缩体积ꎬ分装后
－８０ ℃ 保存ꎮ (３) ＣＲＹ１ 过表达 ＨＧＣ－ ２７ 细胞株的感染及筛
选:将 ＨＧＣ－２７ 细胞用含 １０％的胎牛血清的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 培养
基进行培养ꎬ待细胞密度生长至 ５０％ ~ ６０％ 时ꎬ加入过表达
ＣＲＹ１ 的慢病毒颗粒感染ꎮ 待细胞可以稳定传代ꎬ用嘌呤霉

素筛选的阳性克隆ꎬ培养 ５ 代后鉴定细胞内 ＣＲＹ１ 的表达ꎬ获
得 ＣＲＹ１ 稳定过表达的细胞系ꎬ作为 ＣＲＹ１ 过表达组ꎮ 同样
的实验条件下ꎬ我们还构建了感染空载慢病毒的细胞系ꎬ作为

实验的对照组ꎮ (４) ＲＴ－ＰＣＲ 检测 ＣＲＹ１ 的 ｍＲＮＡ 的表达:收
集 ＣＲＹ１ 过表达组与对照组细胞ꎬ以 Ｔｒｉｚｏｌ 试剂提取细胞总

ＲＮＡꎬ紫外分光光度计测量 ＲＮＡ 浓度ꎬ并使用琼脂糖凝胶电

泳验证 ＲＮＡ 完整性ꎮ 以基因特异性引物进行 ＰＣＲ 扩增ꎬ以 β
－ａｃｔｉｎ 基因作内参ꎬ进行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ＰＣＲ 检测 ＣＲＹ１ 的 ｍＲＮＡ
引 物 序 列: ｓｅｎｓｅ: ５ ' －
ＧＣＡＴＣＡＡＣＡＧＧＴＧＧＣＧＡＴＴＴ － ３ 'ꎻ ａｎｔｉｓｅｎｓｅ: ５ ' －
表 达 量ꎮ

ＣＲＹ１

１ 号、２ 号泳道均为挑取单菌落后ꎬ经过扩大培养ꎬ提取质粒通过

ＢａｍＨ１ 和 Ｘｈｏ１ 内 切 酶 进 行 双 酶 切 验 证 结 果ꎮ 均 在 正 确 位 置 ( ~

１７００ｂｐ) 发现目的条带
图１

双酶切实验鉴定慢病毒 ＣＲＹ１ 过表达穿梭质粒

２.过表达 ＣＲＹ１ 慢病毒颗粒的制备:将穿梭质粒 ｐＣＤＨ－

ＴＡＧＣＴＧＣＧＴＣＴＣＧＴＴＣＣＴＴＴ－３'ꎮ β－ａｃｔｉｎ 引物序列:ｓｅｎｓｅ:５'－
ＣＡＡＧＧＴＣＡＴＣＣＡＴＧＡ － ＣＡＡＣＴＴＴＧ － ３ 'ꎻ ａｎｔｉｓｅｎｓｅ: ５ ' －

ＣＲＹ１ 与两个辅助质粒 ｐｓＰＡＸ２、ｐＭＤ２. Ｇ 按照 ５ ∶ ４ ∶ １ 的比

的检测:使用美国 ＢＤ 公司 ｃＡＭＰ 检测试剂盒ꎬ按操作步骤进

光显微镜观察转染效率ꎮ 三质粒共转染 １２ ｈ 后ꎬ在 ４００ ｎｍ

ＧＴＣＣＡＣＣＡＣＣＣＴＧＴＴＧＣＴＧＴＡＧ－３ 'ꎮ ( ５) 细 胞 内 ｃＡＭＰ 含 量
行检测ꎮ 待细胞密度至 ７０％ ~ ８０％时ꎬ对细胞进行处理ꎬ处理
完后ꎬ使用 ｌｙｓｉｓｂｕｆｆｅｒ 将细胞重悬ꎮ 反复冻融细胞 ５ ~ ６ 次ꎬ使
细胞完全裂解ꎮ 在 ＥＬＩＳＡ 反应 ９６ 孔板中ꎬ按照说明书要求依

次 加 入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ＭＰ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 样 品、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ｐ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ꎮ 孵育两小时后ꎬ通过酶标仪 ４５０
ｎｍ 的光检测吸光度ꎬ对照标准品浓度ꎬ计算出样品的 ｃＡＭＰ

浓度ꎮ (６) 蛋白免疫印迹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待细胞密度生

长到 ７０％ ~ ８０％ 时ꎬ吸去培养基ꎬ用预冷的 ＰＢＳ 清洗ꎮ 使用
ＲＩＰＡ 裂解液裂解细胞ꎬ离心后分装ꎬ通过 ＢＣＡ 法测定蛋白浓

度ꎮ 蛋白样品通过 ＳＤＳ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ꎬ通过半干
法转移至 ＰＶＤＦ 膜上ꎮ 使用 ＣＲＹ１ 抗体及对照 ＧＡＰＤＨ 抗体
孵育ꎬ清洗后使用 ＨＲＰ 标记的二抗孵育ꎬ使用化学发光法检
测样品信号ꎮ

例转染进对数期的 ２９３Ｔ 细胞内ꎬ６ ｈ 后换入新鲜培养液ꎮ 因
穿梭质粒同时可表达 ＧＦＰ 蛋白ꎬ所以在实验过程中可通过荧
激发光下观察 ２９３Ｔ 细胞内由 ＧＦＰ 蛋白发出荧光ꎬ发现绝大

部分细胞中都具有荧光ꎬ证明质粒转染效率> ９０％ ( 见图 ２) ꎮ
转染后 ４８ ｈ 内ꎬ分两次收集细胞上清ꎬ浓缩至需要的病毒浓
缩体积ꎬ获得过表达 ＣＲＹ１ 慢病毒颗粒ꎮ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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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质粒和辅助质粒共转染入 ２９３Ｔ 细胞 １２ ｈ 后ꎬ在荧光显微镜

下通过 ４００ ｎｍ 激发光检测 ＧＦＰ 蛋白的荧光(１００×)
图２

通过荧光显微镜检测慢病毒穿梭质粒的转染效率

图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ＣＲＹ１ 过表达组与对照组细胞中 ＣＲＹ１ｍＲＮＡ 相对表达量

５.检测稳定过表达 ＣＲＹ１ 的人胃癌细胞系中 ＣＲＹ１ 蛋白

３.慢病毒颗粒对 ＨＧＣ－２７ 细胞的感染及稳定细胞系的制

的表达水平:将筛选出成功感染过表达 ＣＲＹ１ 慢病毒颗粒的

ＨＧＣ－２７ 细胞 ４８ ｈ 后ꎬ荧光显微镜下均可见 ＧＦＰ 绿色荧光ꎬ

右ꎬ并提取总蛋白ꎮ 通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检测细胞内 ＣＲＹ１

备:使用过表达 ＣＲＹ１ 慢病毒颗粒及空载慢病毒 颗 粒 感 染
感染 ７２ ｈ 后ꎬ绿色荧光强度加强ꎮ 用含有嘌呤霉素的培养基

传代培养ꎬ最初细胞死亡较多ꎬ待传代 ３ 代以后ꎬ细胞几乎无
死亡ꎬ则表明剩余的细胞均是含有嘌呤霉素抗性的细胞ꎬ可稳
定表达 ＧＰＦ 蛋白( 见图 ３) ꎮ

细胞( 过表达组) 以及对照组细胞培养至细胞密度为 ８０％ 左
蛋白表达量ꎮ 结果显示ꎬＣＲＹ１ 过表达组细胞中 ＣＲＹ１ 蛋白的
表达量是对照组的近 ４ 倍ꎬ差异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０１ꎬ见图 ５) ꎮ

慢病毒颗粒感染 ＨＧＣ－２７ 细胞后ꎬ通过嘌呤霉素筛选传代后ꎬ细

胞在荧光显微镜下通过 ４００ ｎｍ 激发光检测ꎬ可见细胞中 ＧＦＰ 蛋白发
出绿色荧光(１００×)
图３

荧光显微镜检测慢病毒颗粒对 ＨＧＣ－２７ 细胞的感染

４. 检 测 稳 定 过 表 达 ＣＲＹ１ 的 人 胃 癌 细 胞 系 中 ＣＲＹ１

ｍＲＮＡ 的表达水平:将筛选出成功感染过表达 ＣＲＹ１ 慢病毒

颗粒的细胞( 过表达组) 以及对照组细胞培养至细胞密度为

８０％左右ꎬ提取细胞总 ＲＮＡꎬ逆转录后进行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ＰＣＲ 实
验ꎬ检测细胞中 ＣＲＹ１ ｍＲＮＡ 水平ꎮ 通过与对照组比较ꎬ过表
达组细胞 ＣＲＹ１ ｍＲＮＡ 水平是对照组的 ６４ 倍ꎬ差异具有明显
的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１ꎬ见图 ４) ꎮ

Ａ 图为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 ＣＲＹ１ 过表达组与 Ｃｏｎｔｒｏｌ 组 ＨＧＣ－２７ 细

胞中 ＣＲＹ１ 蛋白相对表达量ꎬＢ 图为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结果统计图
图５

ＣＲＹ１ 过表达组细胞与对照组细胞中 ＣＲＹ１ 蛋白的表达量

６. 稳定过表达 ＣＲＹ１ 的人胃癌细胞系给予 ＩＳＯ 刺激后

ｃＡＭＰ 变化情况:正常培养条件下ꎬＣＲＹ１ 过表达组细胞和对

照组细胞给予等量 ＩＳＯ 或 ＤＭＳＯ 处理ꎬ使用 ｃＡＭＰＥＬＩＳＡ 检测
试剂盒检测细胞内 ｃＡＭＰ 含量ꎮ 结果表明ꎬＤＭＳＯ 处理的两
组细胞内 ｃＡＭＰ 的含量都无明显变化ꎮ 对照组细胞受 ＩＳＯ 刺

激后ꎬ细胞内 ｃＡＭＰ 含量有明显升高ꎻ而与对照组相比ꎬＣＲＹ１
过表达组细胞中内 ｃＡＭＰ 的生成受到明显抑制ꎬ二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ꎬ见图 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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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迁移和侵袭都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ꎮ 然而在本研究中发
现ꎬ在 ＣＲＹ１ 稳定过表达的细胞系中ꎬＩＳＯ 处理刺激细胞内产
生 ｃＡＭＰ 的能力受到明显抑制ꎬ同时也能部分减弱 ＩＳＯ 造成
的对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的抑制作用ꎮ 深入分析该现象ꎬ本
研究推测 ＣＲＹ１ 在肿瘤细胞中的过表达ꎬ有可能使肿瘤细胞
获得对一些刺激 ｃＡＭＰ 生成的抗肿瘤药物的耐药性ꎮ 此推测
是否成立ꎬ以及其相关的临床意义ꎬ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
究ꎮ

图６

讨论

ＣＲＹ１ 过表达组细胞与对照组细胞中受 ＩＳＯ 刺激后
细胞内 ｃＡＭＰ 生成的变化

胃癌是人类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ꎬ据国际癌症研

究中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ꎬＩＡＲＣ) 公

布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ꎬ胃癌是全世界第四大恶性肿瘤 [６] ꎮ

[１]
[２]
[３]

ＣＲＹ１ 作为一种生物钟蛋白ꎬ其表达异常与一些肿瘤的发生、

[４]

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ｉｃ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ꎬＣＬＬ) 的临床研究显示ꎬＣＲＹ１

[５]

ＣＲＹ１ 可以 作 为 慢 性 淋 巴 细 胞 白 血 病 疾 病 进 展 和 预 后 标

[６]

发展和预后可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ꎮ 对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高表达的患者较低表达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显著缩短ꎬ提示
志 [７] ꎮ 对于结直肠癌的研究也表明ꎬ肿瘤组织中 ＣＲＹ１ 多为
高表达ꎬ其表达水平与淋巴结转移和肿瘤 ＴＮＭ 分期具有显著
相关性ꎮ 临床随访发现 ＣＲＹ１ 高表达与结直肠癌患者无病生
存期和总生存期减少相关

[８]

ꎮ 但另一项 临 床 研 究 却 显 示ꎬ

[７]

ＣＲＹ１ 在结直肠癌肿瘤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差异没有统

[８]

没有统计学意义 [９] ꎮ 还有报道指出ꎬＣＲＹ１ 和 ＰＥＲ２ 可在肿瘤

[９]

计学意义ꎬＣＲＹ１ 高表达患者与低表达患者的生存率差异也

细胞中抑制低氧诱导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转录ꎬ可能起到
抗肿瘤血管生成的作用 [１０] ꎮ 而在 ＣＲＹ１ / ＣＲＹ２ 双敲除小鼠
的组织和细胞中ꎬ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持续增高ꎬ这可能导致
慢性炎症疾病甚至肿瘤 [１１] ꎮ

ｃＡＭＰ 是最早发现的细胞内的第二信使 [１２] ꎮ ｃＡＭＰ 可以

通过 ＰＫＡ 依赖性或 ＰＫＡ 非依赖性方式ꎬ影响许多细胞功能ꎬ

[１０]

[１１]

如代谢、基因表达、离子通道激活、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等ꎬ并
被认为与癌症有着非常重要的相关性 [１３] ꎮ 此外ꎬｃＡＭＰ 信号
传导与其他细胞内信号传导途径相互作用ꎬ包括细胞因子和

[１２]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ꎬ并且信号传导途径

[ １３]

激 ｃＡＭＰ 生成的腺苷酸环化酶激动剂可以有显著的抗肿瘤活

[１４]

了明显的抗增殖作用ꎮ 其中 ＰＫＡ 选择性的 ｃＡＭＰ 类似物的

[１５]

相关 [１７] ꎮ

[１６]

Ｒａｓ－Ｒａｆ－Ｅｒｋ 途径等 [１４] 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这些信号传导途径

的组合阻断被认为是治疗癌症的有效策略 [１５] ꎮ 研究表明ꎬ刺
性 [１６] ꎮ 一些 ｃＡＭＰ 类似物也具有明显的抗肿瘤活性ꎬ如 ８－Ｃｌ
－ｃＡＭＰ、８－ＰＩＰ－ｃＡＭＰ、８－ＨＡ－ｃＡＭＰ 都在肿瘤细胞中表现出
抗增殖作用与生长阻滞有关ꎬ而 ８－Ｃｌ－ｃＡＭＰ 则与促凋亡作用
本实验 通 过 慢 病 毒 为 载 体ꎬ 成 功 构 建 出 稳 定 过 表 达

ＣＲＹ１ 的人胃癌细胞系ꎮ 此工作为研究在 ＣＲＹ１ 过表达的情
况下ꎬ胃癌细胞的增殖、迁移ꎬ以及一些抗肿瘤药的细胞功能
实验提供了良好的模型ꎮ 此外ꎬ我们通过常用的 β 受体激动
剂 ＩＳＯ 处理人胃癌 ＨＧＣ－２７ 细胞ꎬ发现可以使细胞内产生大
量的 ｃＡＭＰꎮ 初步研究表明ꎬ这种处理对 ＨＧＣ － ２７ 细胞的增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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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ｔｕｍｏ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 Ｊ Ｎａｔ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ｓｔꎬ２００２ꎬ９４ ( ９) :
６９０￣６９７.
Ｇａｕｇｅｒ ＭＡꎬ Ｓａｎｃａｒ Ａ. Ｃｒｙｐｔｏｃｈｒｏｍｅꎬ ｃｉｒｃａｄｉａｎ ｃｙｃｌｅꎬ ｃｅｌｌ ｃｙｃｌｅ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５ꎬ ６５ ( １５ ) : ６８２８￣
６８３４.
Ｏｚｔｕｒｋ Ｎꎬ Ｌｅｅ ＪＨꎬ Ｇａｄｄａｍｅｅｄｈｉ Ｓ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ｒｙｐ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ｉｎ ｐ５３ ｍｕｔａｎｔ ｍｉｃｅ [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ꎬ２００９ꎬ１０６(８) :２８４１￣２８４６.
Ｌｉｍ ＣＨꎬ Ｋｉｍ ＳＷꎬ Ｋｉｍ ＷＣ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ｅｍｉａ ａｆｔｅｒ 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ꎬ２０１２ꎬ１８(４２) :６１１４￣６１１９.
Ｌｅｗｉｎｔｒｅ ＥＪꎬ Ｍａｒｔíｎ ＣＲꎬ Ｂａｌｌｅｓｔｅｒｏｓ ＣＧꎬ ｅｔ ａｌ. Ｃｒｙｐ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 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 ｎｅｗ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Ｂ－ｃｅｌｌ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ｉｃ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 Ｊ] .Ｈａ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ꎬ２００９ꎬ９４(２) :２８０￣２８４.
Ｙｕ Ｈꎬ Ｍｅｎｇ Ｘꎬ Ｗｕ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ｒｙｐ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１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ｕｍｏｒ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３ꎬ８(４) :ｅ６１６７９.
Ｏｓｈｉｍａ ＴꎬＴａｋｅｎｏｓｈｉｔａ ＳꎬＡｋａｉｋｅ Ｍꎬ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ｒｃａｄｉａｎ
ｇｅｎｅ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ｉｖｅｒ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Ｏｎｃｏｌ Ｒｅｐꎬ２０１１ꎬ２５(５) :１４３９￣１４４６.
Ｋｏｙａｎａｇｉ Ｓꎬ Ｋｕｒａｍｏｔｏ Ｙꎬ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 Ｈꎬ ｅｔ ａｌ. Ａ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ｉｒｃａｄｉ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ｕｍｏｒ ｃｅｌｌｓ[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０３ꎬ６３( ２１) :７２７７￣
７２８３.
Ｎａｒａｓｉｍａｍｕｒｔｈｙ Ｒꎬ Ｈａｔｏｒｉ Ｍꎬ Ｎａｙａｋ ＳＫꎬ ｅｔ ａｌ. Ｃｉｒｃａｄｉａｎ ｃｌｏｃ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ｒｙｐ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Ｊ]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 Ｓ Ａꎬ２０１２ꎬ１０９( ３１) :１２６６２￣
１２６６７.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ＥＷꎬＲａｌｌ ＴＷ.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ｙｃｌｉｃ ａｄｅｎｉｎｅ 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ｉｓｓｕ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Ｊ] .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ꎬ１９５８ꎬ２３２(２) :１０７７￣１０９１.
Ｇａｎｃｅｄｏ ＪＭ.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ＭＰ: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ｔｈｅ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Ｊ] .Ｂｉｏｌ Ｒｅｖ Ｃａｍｂ Ｐｈｉｌｏｓ Ｓｏｃꎬ２０１３ꎬ８８
(３) :６４５￣６６８.
Ｆｏｌｌｉｎ － Ａｒｂｅｌｅｔ Ｖꎬ Ｔｏｒｇｅｒｓｅｎ ＭＬꎬ Ｎａｄｅｒｉ ＥＨ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ｙｅｌ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ｃＡＭＰ －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ｃｌ － １ ｖｉａ ｔｈｅ ＪＡＫ / ＳＴＡ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ｔｔꎬ２０１３ꎬ３３５(２) :３２３￣３３１.
Ａｗａｄａ Ａꎬ Ａｆｔｉｍｏｓ ＰＧ.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ｓ: ｎｅｗ
ｏｐｔｉｏｎｓꎬ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Ｊ] .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２５ ( ３) :２９６￣
３０４.
Ｍｕｒｒａｙ Ｆꎬ Ｉｎｓｅｌ ＰＡ.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ｃＡＭＰ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ｉｃ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 ａ ｐａｔｈｗａｙ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ｌｙｍｐｈｏｍａ [ Ｊ] . Ｅｘｐｅｒｔ Ｏｐｉｎ Ｔｈｅｒ Ｔａｒｇｅｔ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７
(８) :９３７￣９４９.
Ｂｅｒｇａｎｔｉｎ ＬＢ.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Ｄｅｂ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ａ
( ２＋ ) / ｃＡＭＰ 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ｔｔꎬ２０１９ꎬ４４８:１２８￣１３１.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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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法洛四联症矫治术后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分析
高婕

崔海丽

【 摘要】

孙超

目的

闫玉荣

张全意

晏馥霞

回顾性分析体外循环下行矫治手术的法洛四联症患儿临床资料ꎬ分析法洛四联症矫

治术后急性肾损伤( ＡＫＩ) 的围术期危险因素ꎮ 方法

通过分析我院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在本院行

法洛氏四联症矫治术的 ９０８ 例患儿的临床数据ꎬ按照 ＲＩＦＬＥ 标准定义急性肾损伤及损伤的程度ꎬ将患儿分
为非急性肾损伤组( 非 ＡＫＩ 组) 和急性肾损伤组( ＡＫＩ 组ꎬ包括风险期、损伤期、衰竭期) ꎬ比较两组患儿围
术期的各项临床指标ꎬ计算法洛四联症患儿完全矫治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ꎬ并通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找出急性肾损伤的围术期危险因素ꎮ 结果

共入选 ８２６ 例患儿ꎬ其中非 ＡＫＩ 组 ７１０(８６.０％) 例ꎬＡＫＩ 组 １１６

(１４.０％) 例ꎮ 术后损伤期患儿 ３２ 例(２７.６％) ꎬ衰竭期 １４ 例(１２.１％) ꎬ其中 ８ 例( ６.９％) 患儿术后行透析治
疗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患儿术中使用造影剂 ( ＯＲ ＝ ２. ５６４ꎬ９５％ ＣＩ ＝ １. ２５８ － ５. ２２９ꎬＰ ＝ ０.

０１０) 、术后使用去甲肾上腺素( ＯＲ ＝ ７.４６６ꎬ９５％ ＣＩ ＝ １.９１４－ ２９.１１８ꎬＰ ＝ ０.００４) 及使用红细胞( ＯＲ ＝ １.２９７ꎬ
９５％ ＣＩ ＝ １.０６３ ~ １.５８１ꎬＰ ＝ ０.０１０) 是小儿法洛四联症矫治术后发生 ＡＫＩ 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结论 法洛四联
症矫治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为 １４.０％ꎬ其中处于损伤期和衰竭期的发生率为 ３９.７％ꎮ 患儿术中使用
造影剂、术后使用去甲肾上腺素及使用红细胞是法洛四联症完全矫治术后发生急性肾损伤的独立危险因
素ꎮ
【 关键词】

法洛四联症ꎻ

[ 中图分类号] Ｒ

小儿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体外循环ꎻ

急性肾损伤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０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 ＧＡＯ－Ｊｉ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Ｂｉｎｚｈｏｕ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２５６６０３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ｃｉｒｃｕＩａｔｉｏｎꎬ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９０８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ＲＩＦＬ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ꎬ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２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 ＡＫＩ ｇｒｏｕｐ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ｉｓｋꎬ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Ｆａｉｌ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ｎｏｎ－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 ｎｏｎｅ ＡＫＩ ｇｒｏｕｐ) .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ꎬ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ＫＩ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ｏｔａｌ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 ｓｕｒｇｅ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８２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ꎬ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７１０(８６.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ｏｎ－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１１６(１４.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ｇｒｏｕｐ. ３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ｐｅｒｉｏｄ(２７.６％) ａｎｄ １４ ｗｅｒｅ ｉ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 １２.
１％) ꎬ ａｎｄ ８ ( ６. 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ｍｅｄｉｕｍ ( ＯＲ ＝ ２.５６４ꎬ９５％ ＣＩ ＝ １.２５８ ~ ５.２２９ꎬＰ ＝ ０.０１０) ꎬ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ｕｓｉｎｇ ｎｏｒｅｐｉｎｅｐｈｒｉｎｅ( ＯＲ ＝ ７.４６６ꎬ９５％
ＣＩ ＝ １.９１４ ~ ２９.１１８ꎬＰ ＝ ０.００４)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 ＯＲ ＝ １.２９７ꎬ９５％ ＣＩ ＝ １.０６３ ~ １.５８１ꎬＰ ＝ ０.０１０) ｗｅｒ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 ｉｓ １４.０％ꎬ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３９.７％ 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ｏ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ｍｅｄｉｕｍꎬ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ｕｓｉｎｇ ｎｏｒｅｐｉｎｅｐｈ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ａｌｌｏｔꎻ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ꎻ 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ｂｙｐａｓｓꎻ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急性肾损伤(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ꎬＡＫＩ) 是小儿体外循环下

行心脏手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ꎮ 据报道小儿心脏手术后急
性肾损伤的发生率高 [１￣２] ꎬ在新生儿中可高达 ６２％ [３] ꎮ 其发
生可能与年龄、体重、体外循环时间、炎症及术中缺血再灌注
损伤等因素有关

[４￣５]

ꎮ 急性肾损伤与 患 儿 术 后 ＩＣＵ 停 留 时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ꎬ行法洛四联症矫治术患儿的

临床数据ꎬ探讨法洛四联症矫治术后 ＡＫＩ 的发生率ꎬ找出 ＡＫＩ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在

间、住院时间及术后病死率有相关性 [６￣９] ꎮ 法洛四联症是常

本院行法洛氏四联症矫治术的 ９０８ 例患儿的临床数据ꎬ按照

行矫治术后急性肾损伤的报道较少ꎮ 现回顾本院最近 ３ 年

性肾损伤组( 非 ＡＫＩ 组) 和急性肾损伤组( ＡＫＩ 组) 两组ꎮ (１)

见的小儿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之一ꎮ 以往针对法洛四联症患儿

ＲＩＦＬＥ 标准定义急性肾损伤及损伤的程度ꎬ将患儿分为非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