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86 

[文章编号]1000—2200(2010)10-0986~05 

J Bengbu Med Coll，October 2010，Vo1．35，No．i0 

VEGFA基 因 c．1039 G>A单核苷酸多态性 

可能增加二叶式主动脉瓣的发生危险 

赵 武 ，王 剑 ，沈 捷 ，傅启华 ，吉 炜 ，李 奋 

· 基础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血管 内皮生长 予 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VEGFA)基冈变化 二叶式主动脉瓣 (bicuspid 

aortic valve，BAV)发生中的作用。方法：对74例 BAV和 300名正常对照VEGFA基因所有编码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进行测序 

分析，并对有碱基变化的患儿进行家系调查。结果：2例患儿存在 c．1039 G>A(P．Va1347Ile)杂合型单核苷酸多态性(SNP)， 

1例患儿存在e．1039 G>A(P．Va1347Ile)纯合型 SNP，均未见报道。BAV VEGFA 1039A等位基因频率(2．70％)高于正常对照 

组(0．33％)(P<0．05)。2例杂合型患儿其 SNP遗传自母亲。纯合型患儿的家系中，8人为杂合型SNP携带者，2人为主动脉 

根部扩张，其中 1人为杂合型 SNP携带者。结论：VEGFA基因e．1039 G>A SNP可能增加 BAV的发生危险。主动脉根部扩 

张和 BAV可能有共同的发生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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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1039 G >A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in VEGFA gene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increased risk for bicuspid aortic va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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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 Objective：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VEGFA)gene vari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bicuspid aortic valve(BAV)．Methods：A total of 74 unrelated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BAV were enrolled．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BAV patients and 300 healthy controls．All eight coding exons and exon—intron boundaries of the VEGFA gene were amplified and 

sequenced．Pedigree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by transthoraeic echocardiography and corresponding sequence analysis in the patients 

who were confirmed to have a gene variation．Results：A heterozygous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q)hism (SNP)e．1039 G>A in exon 6 

and a homozygous SNP c．1039 G >A in exon 6，which were no|previously reported，were identified in two and one patient， 

respectively．These polymorphisms changed the protein sequence，replacing a valine by an isoleucine at residue 347(P．Va1347Ile)of 

the VEGFA protein．VEGFA 1039A allele frequency was more prevalent in BAV subjects than in controls(2．70％ vs 0．33％ ，P< 

0．05)．Having VEGFA 1039A allele presented increased risk for BAV (odds ratio 8．306，95％ CI 1．507—45．788)．For two 

heterozygous BAV patients，the G—to—A transition at cDNA position 1 039 was transmitted from mothers．For homozygous BAV patients，8 

family members were heterozygous carrier；2 family members were diagnosed as dilated aortic root，of which one was heterozygous 

carrier．Conclusions：The e．1039 G>A SNPs in the VEGFA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increased risk for BAV．The dilated aortic root 

and BAV may share a common developmental risk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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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叶式主动脉瓣(bicuspid aortic valve，BAV)是 

最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指主动脉瓣发生异常形成 

二叶瓣畸形而非正常的三叶瓣 。BAV可孤立发 

生，也可与其他心血管畸形合并发生，如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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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的主动脉缩窄(COA)L2 J、70％ ～85％的儿科主 

动脉瓣狭窄(aortic valve stenosis，AVS)t 3j和50％的 

成人重度 AVS 其主动脉瓣叶为二叶瓣畸形。迄 

今已明确 NOTCH 1基因突变与家族性和散发性 

BAV的发生有关 。然而，遗传异质性是先天性 

心脏病遗传学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 J，有学者 认 

为 BAV可能是多基因疾病。 

研究 表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信号系统在心内膜 

垫发生 中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通常所说 的 

VEGFA即是 VEGFl】 。已证实心内膜 内皮细胞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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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质细胞转化是心 内膜垫形成 的基础 J，而心 内膜 

垫是心脏瓣膜形成的原基 。Yang等 于 2008 

年首次证明 VEGFA和 Notchl在调节生后心脏瓣膜 

内皮细胞向问质细胞转化过程中发挥相反作用。 

Vannay等 ” 研究结果提示，VEGF基因单核苷酸多 

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与先天 

性瓣膜间隔缺损发生危险增加有关。最近一项病例 

对照研究 提示 ，VEGF基 因启动子区 一2578C和 

一 1154G是心内膜垫缺损发生的易感等位基因，提 

示 VEGF基因 SNPs与心内膜垫缺损发生有关。基 

于以上，我们推测 VEGFA是 BAV潜在的候选基因。 

然而迄今有关VEGFA基因变化在 BAV发生中 

的作用尚未见报道。为此，2008年 10月至 2009年 

12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心内科对74例 BAV和 300名正常对照 VEGFA基 

因所有编码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进行测序分析，并 

对基因变化患者家庭成员进行经胸超声心动图 

(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1TI )筛查和相应外 

显子的测序分析，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74例 BAV中男48例，女26例；年 

龄20天至 16岁。单纯性 BAV 3例，合并其他心脏 

畸形 71例，其 中合并 AVS 48例，动脉导管未闭 

(PDA)25例，COA 21例，室问隔缺损 l6例，主动脉 

瓣下狭窄(SAS)5例，二尖瓣狭窄(MS)5例。均经 

r厂rE和(或)外科手术证实。鉴于圆锥动脉干畸形 

(法洛四联症、右心室双出口、完全性大动脉转位、 

动脉干)常与 22号染色体微缺失有关 15]，BAV合 

并圆锥动脉干畸形或伴有其他染色体异常者均排除 

在本研究之外。另选取 300名健康儿童为正常对 

照。获取知情同意书后，采集所有患儿以及 103名 
一 级亲属的静脉血 2 ml置人枸橼酸钠抗凝试管已 

备提取基因组 DNA。74例 BAV患儿中，47例患儿 

的一级亲属共 89名在纳入时即接受 1TrE筛查。实 

验方案获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主 要 试 剂 和 仪 器 蛋 白 酶 K (EMD 

Biosciences，Canada)，PCR试剂盒(TaKaRa，大连宝 

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紫外分光光度计(DU 800， 

Beckman coulter，USA)，凝胶图像处理系统 4．0(上 

海天能科技有限公司)，凝胶成像仪(Eagle Eye 1I， 

Stratagene，USA)，超声心动图诊断仪(SONOS 5500 

或 iE33，Philips Medical Systems)。 

1．3 提取基 因组 DNA 采用蛋 白酶 K消化 、酚／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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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法提取全血基因组 DNA。所提 DNA均经紫外分 

光光度计测定纯度和浓度，并经 0．8％琼脂糖凝胶 

电泳鉴定 。 

1．4 DNA扩增和测序分析 (1)引物设计：人 

VEGFA(GenBank accession number NG一008732)基 

因组 DNA全长23 272 bp，含有 8个外显子。采用 

在线 Primer 3引物设计软件设计引物(http：／／frodo． 

wi．mit．edu／cgi—bin／primer3／primer3．c )，并经 GenBank 

BLAST验证引物特异性。引物由英杰生命技术有 

限公司(Invitrogen，中国上海)合成，引物序列和扩 

增产物大小见表 1。(2)PCR：外显子 1一A和 1一B 

PCR反应体系(10 tx1)：5 ng基因组 DNA 1 ，上、 

下游引物(1．0~molfL)各 1 Ixl，dNTPs(10 mmol／L) 

0．2 Ixl，2×GC Buffer I 5 Ixl，HotTaq DNA聚合酶 

(5 u／~z1)0．06 l，ddH2O 1．74 txl；反应条件：95℃ 

预变性 15 min，96℃变性 15 S，68℃退火、延伸 

4 min，共 35个循环，反应终止后置 4℃保存。外显 

子2～8 PCR反应体系(10 1)：5 ng基因组 DNA 

1 Ixl，上、下游引物(1．0 txmol／L)各 0．5 txl，dNTPs 

(10 mmol／L)0．2 txl，10×Buffer 1．0 txl，MgC12 

(25 mmol／L)0．2 l，HotTaq DNA聚合酶(5 u／ 1) 

0．06 txl，ddH2O 6．54 txl。采用降落 PCR扩增外显 

子2～8，反应条件：95 Cc预变性 15 min，94℃变性 

20 S，62 oC退火40 S，72 oC延伸 1 rain，以后每个循环 

退火温度依次降低 0．5℃，直到 57 qC，共 11个循 

环。此后，94 变性20 S，56℃退火30 S，72 oC延伸 

1 min，共 24个循环。72 qC延伸2 rain，反应终止后 

置 4℃保存。PCR产物均取2 l进行2％琼脂糖凝 

胶电泳鉴定，剩余 8 txl PCR产物送上海天吴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纯化和测序(ABI 3130XL DNA自 

动测 序 仪，Applied Biosystems)。利 用 GenBank 

BLAST程序将测序结果和人 VEGFA基因组 DNA 

序列比对。有碱基改变的 DNA样本均重新 PCR扩 

增，产物反向测序验证。 

1．5 家系调查 有碱基改变的患儿不论在病例纳 

入时其一级亲属是否接受 r厂rE筛查，均电话联系患 

儿父母争取其家庭成员来我院接受 1rrE筛查，或者 

我们至患儿家庭所在地对其家庭成员进行 1YrE筛 

查。对可得到的家庭成员均抽取静脉血样用于 

VEGFA基因测序分析。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和秩和检验。 

2 结果 

2．1 PCR结果 病例基 因组 DNA均经 PCR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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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VEGFA基因全长编码序列。PCR产物经 2％琼 

脂糖凝胶电泳鉴定，产物长度符合所设计的片段大 

小(见图 1)。 

表 1 VEGFA基因PCR引物序列及扩增片段长度 

外显子 引物 引物序列 片段长度 

(bp) 

750 bp 

250 bp 

1(外显于 1一A)和 2(外显子 1一B)为外显子 l的 PCR扩增产物 ，二者的扩 

增产物之间有 146 bp的重复部分；3、4、6、7、8分别为外显子2、3、6、7、8 

的 PCR扩增产物；5为外显子 4和 5的 PCR扩增产物；M：DL2 000'r~DNA 

Marker 

图 1 VEGFA基因 PCR产物 2％琼脂糖凝胶 电泳 

2．2 测序结果 74例 BAV中，2例(病例 14和 

24)VEGFA基因第 6外显子有一杂合碱基转换 

(c．1039 G>A)，l例(病例29)VEGFA基因相同位 

点有一纯合碱基转换(c．1039 G>A)。c．1039 G> 

A导致第347位的缬氨酸(Va1)为异亮氨酸(1ie)所 

取代(P．Va1347Ile)(见图2A)。300名正常对照中 

有2名存在该位点杂合碱基变化，我们认为该位点 

杂合碱基变化为 SNP。尽管在所有对照中均未发现 

c．1039 G>A碱基改变的纯合子，但是考虑到该位 

点杂合碱基改变见于 2名正常对照，我们认为该位 

点纯合碱基改变为罕见的纯合型SNP。 

2．3 家系调查结果 病例 14、24和29家系图和家 

J Bengbu Med Coil，October 2010，Vo1．35，No．10 

庭成员 VEGFA基因第 6外显子测序结果见图2B。 

病例 60和71的母亲r丌E筛查有 BAV，但是该 2例 

患儿 VEGFA基因无变化。 

2．4 等位基因频率 BAV组 VEGFA基因 1039A 

等位基因频率为 2．70％，高于正常对照的0．33％ 

(P<0．05)(见表2)，比值比8．306，95％可信区间 

1．507～45．788。 

表2 BAV和正常对照 VEGFA基因 c．1039 G>A单核苷 

酸多态性[n(％)] 

△示 值 

3 讨论 

非狭窄的BAV在人群中很常见。多数 BAV患 

者由于相对正常的瓣膜功能可多年无症状，体检无 

异常发现，直至中年以后并发 AVS出现症状时才明 

确诊断 。本组 BAV中，绝大多数患儿因为在当 

地医院体检发现心脏杂音，出现心功能不全的症状， 

进一步1YrE检查在确诊其他心脏畸形的同时发现 

BAV，这必然造成本组 BAV合并其他心脏畸形的比 

例高于单纯性 BAV。 

尽管有学者 认为 BAV是多基因疾病，但是迄 

今为止 VEGFA基因变化在 BAV发生中的作用尚未 

见报道。本研究对 74例 BAV患儿进行 VEGFA基 

因测序分析，发现 2例存在 c．1039 G>A杂合型 

SNP，1例存在 c．1039 G>A纯合型 SNP，均未见报 

道。SNP是 DNA变异的最简单形式，迄今在人类基 

因组中已发现超过300万个 SNP。50％的SNP位于 

非编码区，50％位于编码区。根据位于编码区的 

SNP是否导致编码氨基酸的改变，分为非同义 SNP 

(改变编码的氨基酸)和同义 SNP(不改变编码的氨 

基 酸)。SNP可 能影 响启 动子 活性、mRNA构象 、 

mRNA和(或)蛋白质的亚细胞定位，由此可能引起 

疾病。非同义 SNP由于改变了编码的氨基酸，可能 

常常引起疾病 。 

本研究发现的 VEGFA基因 SNPs位于第 6外 

显子，导致 氨基酸 347位 的 Val为 Ile所替换 

(P．Va1347Ile)，因此属于非同义 SNPs。尽管 Val和 

Ⅱe属于同类氨基酸(非极性、疏水性氨基酸)，但是 

BAV患儿 VEGFA 1039A等位基因频率高于正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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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痫例 14、24、29和』E一常对照 VEGFA皋 YI"显于 6洲j予图 ；B：痫例 14、24、29冢糸 幽及冢庭成 员外显于 6删厅结果 ；垂 亘 

箭头所指为突变位 置，右上斜箭头所指为先证~；N／A为不可得到 

图 2 VEGFA基因外显子 6测序及患者家系图 

照组(P<0．05)，提示 C．1039 G>A SNPs与 BAV 标志物用于筛查 BAV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发生有关，是 BAV发生的危险因素，VEGFA 1039A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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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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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环素 A及其自身抗体与溃疡性结肠炎的相关性 

张建武 ，诸葛宇征 ，虞 伟 ，于成功 ，邹晓平。，吴毓麟 ，徐肇敏 

[摘要]目的：探讨血浆和淋巴细胞内亲环素 A(CyP A)水平及 CyP A自身抗体与溃疡性结肠炎(UC)的关系。方法：用双抗体 

夹心ELISA法测定67例活动期、49例缓解期 UC患者和50名健康体检(正常对照组)者血浆和淋巴细胞内CyP A水平同时用 

间接 ELISA法检测抗 CyPA自身抗体，统计分析其问关系。结果：UC活动期患者血浆和淋巴细胞 CyPA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 

对照组和缓解期 UC患者(P<0．01)，但正常对照组与缓解期 UC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UC活动期患者抗 CyP 

A自身抗体阳性者也显著高于缓解期 UC患者及正常对照组(P<0．O1)。结论：血浆和淋巴细胞内CyP A升高和抗 CyP A自 

身抗体阳性可反映 UC活动性。 

[关键词]溃疡性结肠炎；亲环素A；自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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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dophilin A．its autoantibody and the activity of ulcerative colitis 

ZHANG Jian—wu ，ZHUGE Yu—zheng ，YU Wei ，YU Cheng—gong ，ZOU Xiao—ping ，WU Yu—lin ，XU Zhao·min 

(1．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Nanjing University Medwal 

School，Nanjing Jiangsu 210008；2．Department ofClinical Experiment Medicine，Institute ofClinical Laboratory Medicine， 

Nanjing General Hospital ofNanfing Military Command，PLA，Nanjing Jiangsu 21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clophilin A(CyP A)，its autoantibody and the activity of ulcerative colitis 

(UC)．Methods：The CyP A levels of plasma and lymphocytes were detected by double sandwich ELISA in 67 active，49 inactive UC 

patients and 50 normal controls．Anti—CyP A autoantibody was measured by indirect ELISA．Results：The CyP A levels of plasma and 

lymphocytes in active UC subjec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inactive UC or normal controls(P<0．01)．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inactive UC and normal controls(P>0．05)．The positive rate of anti．CyP A autoantibody in active UC 

patients was markedly higher than those in inactive UC OE normal controls(P<0．01)．Conclusions：The increase of CyP A levels of 

plasma and lymphoeytes and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anti—CyP A autoantibody in active UC patients are two useful markers which 

reflect the activity of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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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环素 A(cyclophilin，CyP A)是一类与免疫抑 

制剂环孢素 A(CsA)有高亲合力的蛋白质，分布广 

泛，结构高度保守，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在细胞的 

生命活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它又与一些疾 

病 相 关，如 系 统 性 红 斑 狼 疮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患者体 内有抗 CyP A 自身抗 

体 ，血 清CyP A水平 升 高与 SLE疾 病活 动相 

[12] 

[13] 

[14] 

[15] 

http：／／www．ncbi．nlm．nih．gov／gene／74227 ordinalpos = 

2&itool= EntrezSystem2．PEntrez．Gene．Gene
—

ResuhsPane1． 

Gene
—

RVDocSum 

Yang JH，Wylie—Sears J，Bischoff J．Opposing actions of Notchl 

and VEGF in post．natal cardiac valve endothelial cells[J]．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2008，374(3)：512—516． 

Vannay A，Vds6rhelyi B，KSmyei M，et a1．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of VEGF gene are associated with risk of 

congenital valvuloseptal heart defects[J]．Am Heart J，2006，151 

(4)：878—881． 

Smedts HP，Isaacs A，de Costa D，et a1．VEGF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endocardial cushion defects：a family—based case— 

control study[J]．Pediatr Res，2010，67(1)：23—28． 

Tennstedt C，Chaoui R，KOmer H，et a1．Spectrum of congenital 

[16] 

[17] 

[18] 

[19] 

heart defects and extracardiac malfommtlons associated with 

chromosomal abnormalities：results of a seven year necropsy study 

[J]．Heart，1999，82(1)：34—39． 

Lewin MB，Otto CM．The bicuspid aortic valve：adverse outcomes 

from infancy to old age[J]．Circulation，2005，111(7)：832—834． 

Shastry BS．SNPs：impact on gene function and phenotype[J]． 

Methods Mol Bio1．2009．578：3—22． 

Alegret JM，Duran I，Palaz6n O，et a1．Prevalence of and predictors 

of bicuspid aortic valves in patients with dilated aortic roots[J]． 

Am J Cardiol，2003，91(5)：619—622． 

Bonow RO．Bicuspid ao~ic valves and dilated aorta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ACC／AHA practice guidelines recommendations 

[J]．Am J Cardiol，2008，102(1)：11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