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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子痫前期患者血清可溶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1 

及胎盘组织中胎盘生长因子的表达及意义 

张 燕，申庆文 

[摘要]目的：探讨重度子痫前期患者血清中可溶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1(soluble fms—Iike tyrosine kinase一1，sFh一1)及胎盘 

组织中胎盘生长因子(placental growth factor，PLGF)表达的变化及其意义。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S—P法对 20例正常孕妇 

(对照组)和 32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胎盘组织中PLGF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并采用 Imagepro Plus图像分析软件对结果进行定 

量分析。采用 ELISA对 2组血清中 sFlt一1进行定量检测，并分析二者的相关性。结果：与对照组比较 ，重度子痫前期患者胎盘 

组织中PLGF的表达强度降低(P<0．05)，血清中sFh一1显著升高(P<0．O1)。结论 ：血清sFlt一1和 PLGF可能与重度子痫前期 

的病理学基础有关，对血清 sFh—l的监测有望作为早期预测子痫前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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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the expression of placental growth factor in placenta and soluble fms-like 

tyrosine kinase·-1 in serum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pre--eclampsia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ZHANG Yan，SHEN Qing—wen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changes of the expression of placental growth factor(PLGF)in placenta and soluble fins-like 

tyrosine kinase一1(sFh一1)in selTlm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pre—eclampsia．Methods：Twenty normal pregnant women(control group)and 

32 women with severe pre—eclampsia were selected．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LGF in placenta among the two groups was deter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S-P mothod，an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with imagepro plus analysis software．The serum sFlt一1 level of the two 

groups was measured by ELISA．Results：The expression of PLGF in the trophoblast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pre—eclampsia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while the senlm sFlt一1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 

O1)．Conclusions：The PLGF in placenta and sFh一1 in serum may be related to the etiology of pre—eclampsia．The level of sFh一1 in 

maternal serum may sere as a diagnostic marker of pre—eclamp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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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痫前期是一种妊娠特异性疾病，严重威胁围 

生期母婴安全，但病因至今尚不清楚，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导致血管内皮损伤可能为发病的主要原因。本 

文对重度子痫前期患者血清中可溶性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受体 1(soluble fms—like tyrosine kinase一1，sFlt一1) 

及胎盘组织中胎盘生长因子(placental growth factor， 

PLGF)的表达进行观察，旨在探讨二者在子痫前期 

病理生理过程中的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2～12月在蚌埠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产科住院的剖宫产分娩产妇52名。 

其中正常妊娠20名为对照组，平均年龄(26．44± 

2．52)岁，平均孕周(37．14-4-3．97)，均因骨盆狭窄、 

瘢痕子宫、社会因素等指征行剖宫产；重度子痫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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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32名，平均年龄 (27．61-4-3．31)岁，平均孕周 

(36．63±4．33)，均为择期剖宫产。重度子痫前期 

组诊断标准参照《妇产科学》(7版)。2组孕妇年龄 

和孕周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无内外科合并症及 

并发症。 

1．2 方 法 

1．2．1 血清 sFh一1测定 2组分别于剖宫产术前采 

肘静脉血 3 ml，20 rain内分离血清，置 一80℃冰箱 

保存待测。试剂盒购于美国R&D公司，采用双抗体 

夹心 ELISA测定，严格按说明书操作。标本均由同 
一 检验员同批测定。 

1．2．2 胎盘组织中PLGF的测定 2组分别于剖宫 

产术中胎盘娩出5 rain内取胎盘标本，无菌状态下 

在胎盘母面中央部位避开钙化区，取胎盘组织块约 

1 am×1 cm×1 cm，生理盐水漂洗后，用 10％中性甲 

醛固定，常规石蜡包埋切片。选用武汉博士德公司 

的PLGF单克隆抗体和 S-P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进 

行染色。PBS液代替一抗作空白对照。光镜下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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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内有棕黄色颗粒为阳性。采用 Imagepro Plus图 

像分析软件对胎盘组织 PLGF的表达予 以定量分 

析，测定其阳性细胞率及光密度 OD值，分别代表阳 

性反应的表达范围和强度。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或 t )检验。 

2 结果 

2．1 2组孕妇血清 sFh一1水平比较 对照组血清 

sFlt一1水平为(2．01±0．31)Ixg／L，明显低于重度子 

痫前期组的(3．34±0．27) g／L( =16．32，P< 

0．01)。 

2．2 2组孕妇 PLGF在胎盘组织中的表达 PLGF 

在重度子痫前期胎盘组织中的表达定位与正常晚期 

妊娠相同。其阳性颗粒均为棕黄色，主要定位于胎 

盘组织中合体滋养细胞、中问滋养细胞的胞质及细 

胞膜中(见图1—2)，但重度子痫前期组的表达强度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见表 1)。 

图 1 重度 子痫 前期组胎盘 PLGF的表达 ，滋养细胞 的胞 

质及胞 膜 中可见 棕色 颗粒 (S—P法 ) 图 2 对 照组 胎盘 

PLGF的表达 ，滋养细胞的胞质及胞膜 中可见深棕 色颗粒 

(S-P法) 

表 1 2组孕妇胎盘组织中 PLGF的表达比较 ( ±s) 

△示 值 

3 讨论 

妊 娠 期 高 血 压 疾 病 (hype~ensive disorder 

complicating pregnancy，HDCP)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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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确。近年来，“胎盘浅着床”理论逐渐为多数学 

者所认可，正常胎儿胎盘血管网络的建立，与孕早期 

血管生成及抗血管生成作用的平衡是分不开的，滋 

养细胞对子宫螺旋动脉侵蚀不足致使胎盘植入过 

浅，血流灌注不足，胎盘滋养细胞缺血，血管内皮损 

伤及功能失调。而且异常的胎盘释放过量的抗血管 

生成因子导致机体处于抗血管生成状态，从而引发 

HDCP的各种临床表现 。 

PLGF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M 

growth factor，VEGF)家族成员之一，局限表达于胎 

盘，主要由滋养细胞分泌。PLGF通过与其受体结 

合后发挥其生物学功能，诱导血管生成，并增强低浓 

度 VEGF诱导血管生成的活性。VEGF家族有 3种 

受体，PLGF的受体是 VEGFR一1(Flt．1)。sFh一1是由 

膜表面受体 Fh一1胞外域剪接而成 ，具有可分泌性。 

sFlt一1与 Flt一1不同主要在于其缺少 Fit一1第 7个免 

疫球蛋白样跨膜结构域和胞内激酶结构域。因此， 

sFlt一1只有配体结合域，缺乏跨膜区和细胞质区，与 

PLGF结合后不能将 PLGF信号传到细胞内。因此， 

sFlt一1与Flt．1竞争结合 PLGF，阻断 PLGF的活性。 

已有研究 表明，子痫前期孕妇血清 PLGF浓 

度低于正常孕妇。而且对早孕期孕妇血清 PLGF浓 

度测定显示 ，PLGF浓度明显降低者于孕晚期发生 

子痫前期的可能性较大 。由此可见，PLGF在子 

痫前期发病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本研究发现，重度 

子痫前期组 PLGF蛋白表达部位与对照组无差别， 

但其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显示重度子痫前期 

组胎盘中合成的 PLGF明显较对照组少 ，提示可能 

因为胎盘浅着床引起胎盘组织缺氧，影响滋养细胞 

功能，合成 PLGF减少。而且缺氧又可抑制PLGF的 

分泌 。PLGF可以通过 自分泌或旁分泌的方式促 

进滋养细胞的侵袭、分化，并诱导胎盘血管床内血管 

的生成及管腔扩大。当 PLGF生成减少后，该因子 

生物学功能减弱，滋养细胞不能有效侵入子宫内膜 

层，胎盘浅表着床和血管重铸障碍加重，胎盘绒毛缺 

血缺氧，引起恶性循环。随后缺血缺氧的胎盘产生 

多种因子进入母体血液循环引起血管内皮功能损 

伤，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引起母体高血压等临床 

症状。 

孕期过量的slit-1主要由缺氧状态下的胎盘产 

生，外周血单核细胞产生也可合成少量 sFlt-1 E5]。 

有研究 发现，孕妇血清 sFh一1浓度于子痫前期发 

病前就明显升高。本研究对 2组孕妇的血清 sFlt．1 

检测发现，重度子痫前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 

sFh一1与子痫前期发病相天。sFh一1可能通过拮抗 

PLGF的生物学作用 ，使血管生成 (下转第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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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给予脊髓更多的活动空间，从而减少压迫损伤。 

(2)尽可能地减少对颈椎稳定性的破坏。颈椎的稳 

定性有两个方面：骨性结构与软组织。颈椎稳定性 

的破坏与施加外力有关，外力越小，稳定性的破坏几 

率越低，反之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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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239页)失衡，引起滋养细胞层侵袭和母体 

血管重铸障碍，导致胎盘功能不良，加重胎盘缺氧， 

缺氧可能导致更多的 sFh一1产物，从而引起恶性循 

环，大量的sFh．1可导致母体血管内皮功能障碍，诱 

发或加重子痫前期的症状。有学者 建议将检测 

孕妇血清sFlt一1浓度作为子痫前期的早期预i贝0，但 

是其检i贝0阈值仍无统一标准。Woolcoek等 研究 

发现，子痫前期患者血清 sFh—l较同期正常妊娠者 

明显升高，建议以≥1．9 g／L为诊断标准。而 Lee 

等 检测子痫前期患者血清 sFh一1(934．5-4-235．5) 

ng／L，而同期正常妊娠者为(298．0±161．2)ng／L。 

本组实验数值均高于以上数值。而且近年来，有学 

者 对不同程度子痫前期患者血清 sFh一1浓度进行 

测定，发现其水平与病情呈正相关。而且临产后的 

重度子痫前期患者血清 sFh 1浓度迅速上升，其幅 

度明显高于正常妊娠妇女  ̈。故笔者认为，孕期 

sFh一1的分泌可能和孕周、病情严重程度有关，加强 

对 sFh一1的前瞻性研究有望使其成为临床预测子痫 

前期的有效方法。 

总而言之，HDCP的发生是一种复杂的生物学 

过程，多种细胞因子可能互为因果参与，目前仍没有 

可靠的筛查方法检测和有效的治疗方法来应对， 

sFk．1及 PLGF等细胞因子的研究对于有效预防和 

治疗 HDCP将会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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