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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UCH鄄L1 蛋白在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病评估中的价值

瞿色华1,单连强2,董淮富1,陈摇 信1

[摘要]目的:探讨血清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鄄1(UCH鄄L1)蛋白在新生大鼠缺氧缺血性脑病中的价值。 方法:将 168 只新生大鼠

随机分为对照组、手术组及缺氧缺血性脑损伤(HIBD)组,每组 56 只;各组组内又随机分为 7 个亚组:6 h 组、12 h 组、24 h 组、
48 h 组、72 h 组、96 h 组及 7 d 组,每亚组 8 只;HIBD 组采用改良 Rice 法制备 HIBD 模型。 各组大鼠于不同时间点处死取血,
采用 ELISA 法检测血清中 UCH鄄L1 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不同时间点 3 组大鼠间 UCH鄄L1 蛋白表达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 < 0. 01),HIBD 组 UCH鄄L1 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和手术组(P < 0. 01),而对照组与手术组间 UCH鄄L1 蛋白表达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HIBD 组大鼠各时间点 UCH鄄L1 蛋白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HIBD 组血

清 UCH鄄L1 蛋白在 6 h 时检测水平明显升高,48 h 到达峰值,后逐渐下降,且脑组织损伤越严重,血清 UCH鄄L1 蛋白表达水平越

高。 结论:UCH鄄L1 蛋白血清表达水平与脑组织损伤的严重程度表现一致,可作为检测指标应用于评估脑组织损伤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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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serum ubiquitin carboxyl鄄terminal esterase L1 protein level
in the diagnosis of hypoxic鄄ischemic encephalopathy in neonatal rats

QU Se鄄hua1,SHAN Lian鄄qiang2,DONG Huai鄄fu1,CHEN Xin1

(1.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
2. Department of Medical Imaging,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erum level of ubiquitin carboxyl鄄terminal esterase L1(UCH鄄L1) in the
diagnosis of hypoxic鄄ischemic encephalopathy in newborn rats. Methods:One hundred and sixty eighty newborn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sham鄄operation group and hypoxic鄄ischemic brain damage(HIBD) model group(56 rats each group).
Each group was randomly subdivided into the 6 h,12 h,24 h,48 h,72 h,96 h and 7 d groups(8 rats each subgroup). The HIBD model
was established using the improved Rice method. All rats were sacrificed to obtain bloo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The serum levels of
UCH鄄L1 were tested by ELISA. Results:At different time鄄points,the differences of the levels of UCH鄄L1 between three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the levels of UCH鄄L1 in HIBD mode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nd
sham鄄operation group(P < 0. 01),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sham鄄operation group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levels of UCH鄄L1 in HIBD model group between different time鄄point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1). In HIBD model group,the serum levels of UCH鄄L1 began to significantly increase at 6 h,reached the peak value at 48 h,then
decreased gradually. The more severe the brain damaged,the higher the level of serum UCH鄄L1 was. Conclusions:The levels of UCH鄄
L1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the brain damage. The expression of UCH鄄L1 can be used an indicator in evaluating the
brain damage.
[Key words] cerebral ischemia;cerebral hypoxia;ubiquitin carboxyl鄄terminal esterase L1 protein;rat

摇 摇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IE)是新生儿期较为

严重的致死性和致残性疾病,HIE 在足月儿中的发

病率为 2译 ~ 4译[1],而重度 HIE 的致死率可高达

25% ~30% ,且其中部分 HIE 幸存者预后很差,遗
留不同程度的运动发育障碍、视觉障碍或者听力障

碍等[2]。 早诊断、早评估 HIE 病情的严重程度,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正确的干预,对减少 HIE 引

起的病死率和伤残率,同时提高 HIE 患儿远期生活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通过建立新生 SD 大鼠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HIBD)模型,模拟 HIE 发病过

程,通过比较血清泛素羧基末端水解酶鄄1(UCH鄄L1)
蛋白表达水平与脑损伤严重程度相关性,为临床

HIE 的早期诊断以及脑损伤严重程度的评估提供实

验依据。

3341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7 年 11 月第 42 卷第 11 期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试剂及来源摇 大鼠 UCH鄄L1 蛋白:美国 Cloud鄄
Clone Corp 公司;ELISA 试剂盒(96T)。 92% N28%
O2 混合气体:武汉纽瑞德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10%
多聚甲醛:蚌埠医学院基础医学部寄生虫教研室。
乙醚:广州钱盛化工有限公司。
1. 2摇 实验动物及分组摇 健康 7 日龄 SD 大鼠 168 只

(清洁级、封闭群、同日出生),雌雄不限,体质量

15 ~ 20 g,实验动物来源:安徽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

心。 随机分为 3 组,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56 只;
手术组(分离左颈总动脉,不做结扎,不做缺氧处

理)56 只;HIBD 组 56 只。 HIBD 组又随机分为7 组:
6 h 组、12 h 组、24 h 组、48 h 组、72 h 组、96 h 组及7 d
组,每组 8 只。 对照组和手术组分组同 HIBD 组。
1. 3摇 动物模型制备摇 采用文献[3]中改良 Rice 法[3]

制备 HIBD 模型。 将 56 只小鼠进行术前称重及编

号,乙醚麻醉后固定于手术台上;常规消毒铺巾,于
颈部正中偏左作长约 0. 5 cm 切口;分离并用 5鄄0 号

外科蚕丝线双重结扎左侧颈总动脉;缝合手术切口,
术后将处理过的动物放回原母鼠身边恢复 2 h;然后

将动物放入有机玻璃密闭缺氧舱中,给予含 92%
N28%O2 混合气持续缺氧 2 h(氧流量 2 L / min),即
为 HIBD 模型。 最后将做好的 HIBD 模型动物再次

放回母鼠笼中饲养。 手术组(56 只):分离左侧颈总

动脉但不结扎,缝合后无需缺氧处理,余手术步骤同

HIBD 组。 对照组(56 只):不处理。 所有操作过程

均在常温下进行。
1. 4摇 ELISA 法检测血清 UCH鄄L1 蛋白摇 HIBD 组于

6 h 时全部先行取血一次,采用尾部采血法。 然后

各组动物再按 6 h、12 h、1 d、2 d、3 d、4 d、7 d 取血,
采取断头取血法。 收集血液标本,然后静置,2 h 后

离心 20 min(离心力 1 000 g)。 取上层血清至少

0. 1 mL,保存于 EP 管中,放入超低温冰箱中保存

(温度设置: - 80 益)。 将试剂盒恢复到室温(18 ~

25 益)。 配置标准品、检测溶液 A、检测溶液 B 及浓

洗涤液。 将血清样本按 1颐 10 稀释后备用。 操作步

骤 (1)加样:37 益 温育 2 h。 (2)加检测溶液 A,
37 益温育 1 h。 (4)洗涤:加洗涤液,浸重复洗板 3
次。 (5)加检测溶液 B,37 益温育 30 min。 (6)洗板

5 次,方法同步骤 4。 (7)加 TMB 底物溶液 90 滋L,
37 益避光显色 15 ~ 25 min。 (8)加入终止溶液,其
顺序应与 TMB 底物溶液加入顺序相同。 (9)待酶

标板内反应充分完成后,立即用酶标仪在 450 nm 波

长测量各孔的吸光度值。 根据标准方程,运用数学

方法计算出血清中 UCH鄄L1 实际浓度(计算方法:样
品浓度 伊稀释倍数)。
1. 5摇 观察指标 摇 鼠改良神经功能缺失评分[4]:在
实验开始之前、HIBD 建模后分别对每只大鼠进行

评分。 观察在运动、感觉、反射和平衡方面的能力变

化。 评分范围 0 ~ 18 分取整,1 ~ 6 分为轻度损伤,
7 ~ 12 分为中度损伤,13 ~ 18 分为重度损伤。
1. 6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大鼠改良神经功能缺失评分情况 摇 HIBD 组

建模后评分结果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其中轻度损

伤 17 只,中度损伤 25 只,重度损伤 14 只。
2. 2摇 各组血清 UCH鄄L1 蛋白水平比较 摇 不同时间

点 3 组大鼠间 UCH鄄L1 蛋白表达水平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 < 0. 01),HIBD 组 UCH鄄L1 蛋白表达水平

显著高于对照组和手术组(P < 0. 01),而对照组与

手术组间 UCH鄄L1 蛋白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HIBD 组大鼠各时间点 UCH鄄L1 蛋白

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除 6 h 和

12 h 组、4 d 和 7 d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其余各时间点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见表 1)。 HIBD 后 6 h,血清 UCH鄄L1 蛋白即

可被检测到,48 h 到达峰值,后逐渐下降。

表 1摇 3 组大鼠不同时间点血清 UCH鄄L1 蛋白的动态变化(ni = 8;x 依 s)

分组
UCH鄄L1 蛋白水平 / (ng / L)

摇 摇 6 h摇 摇 摇 摇 摇 摇 12 h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1 d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 d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3 d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4 d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7 d摇 摇 摇
F P MS组内

对照组 11. 33 依 1. 84 11. 53 依 1. 48 11. 24 依 1. 09 11. 4 依 1. 44 12. 02 依 1. 82 11. 45 依 1. 46摇 11. 45 依 1. 32摇 摇 0. 22 > 0. 01 2. 289

手术组 12. 35 依 2. 52 11. 70 依 1. 51 12. 33 依 2. 25 12. 88 依 2. 66 12. 47 依 2. 17 11. 43 依 1. 89 13. 22 依 2. 40 0. 62 > 0. 01 3. 124

HIBD 组 28. 07 依 1. 32银银姻姻26. 06 依 3. 80银银姻姻30. 90 依 1. 08银银姻姻 45. 61 依 0. 45银银姻姻37. 80 依 0. 70银银姻姻20. 22 依 0. 68银银姻姻 18. 49 依 3. 23银银姻姻177. 90 < 0. 01 4. 134

F 184. 13 88. 28 395. 06 959. 73 613. 97 100. 02 17. 95 — — —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 —
MS组内 3. 826 6. 304 2. 472 3. 117 2. 837 2. 055 5. 978 — — —

摇 摇 q 检验:与对照组比较银银P < 0. 01;与手术组比较姻姻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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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摇 不同神经功能缺失组血清 UCH鄄L1 蛋白水平

比较摇 不同程度脑组织损伤大鼠血清 UCH鄄L1 蛋白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在重度脑组织

损伤组的 UCH鄄L1 蛋白水平显著高于中度脑组织损

伤组(P < 0. 01),中度脑组织损伤组的 UCH鄄L1 蛋

白水平显著高于轻度脑组织损伤组(P < 0. 01)(见
表 2)。

摇 表 2摇 HIBD 组不同程度脑组织损伤 6 h 血清 UCH鄄L1 蛋

白水平比较(x 依 s;ng / L)

分组 n UCH鄄L1 蛋白水平 / (ng / L) F P MS组内

轻度脑组织损伤 17 17. 72 依 3. 79

中度脑组织损伤 25 29. 24 依 8. 37银银 58. 39 < 0. 01 40. 512

重度脑组织损伤 14 42. 54 依 4. 26姻姻

摇 摇 q 检验:与轻度脑组织损伤比较银银P < 0. 01;与中度脑组织损伤比较

姻姻P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目前,HIE 仍主要依赖临床症状诊断,但临床诊

断有很大的主观成份。 虽然振幅整合脑电图

(aEGG)、脑 MRI 检查对 HIE 诊断有重要的作用,但
在判断脑损伤程度及早期诊断方面不尽如人

意[5 - 6]。 脑损伤的生物标志物可以帮助临床医生筛

选需要神经保护措施干预的 HIE 病人,避免其接受

无效的或者过度的治疗。 因此研究血清生物标志物

对临床工作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UCH鄄L1 最先是在分析脑细胞功能时被偶然发

现的,在目前已知的脑细胞蛋白质中,其含量非常

高,其在神经元中专一表达,一直被视为神经系统的

标志物[7]。 当脑组织由于各种因素发生损伤后,释
放出 UCH鄄L1 蛋白,而此时脑组织损伤后破坏了血

脑屏障稳定性,使得 UCH鄄L1 蛋白通过受损的血脑

屏障入血,使得脑脊液及血清中的 UCH鄄L1 蛋白水

平快速升高,这就使 UCH鄄L1 蛋白在脑脊液或是血

清中被灵敏地检测到成为可能[8]。 研究[9] 表明,在
脑组织损伤的急性期,UCH鄄L1 蛋白在脑脊液及血

清中都能被检测到,且该蛋白水平较损伤前增高明

显,表明通过对 UCH鄄L1 蛋白的检测来诊断脑组织

损伤及对预后的评估有极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并
且血清 UCH鄄L1 蛋白水平增高已经在外伤性脑损

伤、缺血缺氧性脑病、鼠脑梗死等研究中得到证

实[10]。
HIE 是围生期窒息或缺氧所致的新生儿脑损

伤,是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也是癫痫、脑瘫等婴

幼儿神经和运动系统功能障碍的常见原因[11]。 HIE
损伤后的发病机制主要涉及炎症因子释放、能量衰

竭、脂质过氧化、自由基的产生、水通道蛋白失控、钙
通道异常、兴奋性氨基酸毒性、细胞内钙离子超载等

因素。 这些机制通过相互作用,最终导致脑细胞水

肿、变性、坏死和凋亡,神经组织的完整性受到损伤

等[12]。 随着近年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管理的进步,
以往临床医生对 HIE 治疗的主要努力方向是降低

死亡率,现在 HIE 治疗的重点不仅是患儿的死亡

率,更重要的是降低重症 HIE 患儿的发病率。 所

以,如果能够对 HIE 进行早诊断,指导临床尽早进

行干预和治疗,最终降低 HIE 死亡率和致残率,对
提高我国“人口与健康冶水平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枢神经特异性蛋白、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白细

胞介素鄄6、胶质细胞原纤维酸性蛋白及脑源性神经

营养因子等生物标志物是已被临床证实的可用于

HIE 的早期诊断和脑损伤严重程度的评估[13],但是

在临床工作中运用这些生物标志物诊断脑组织损伤

和严重程度评估方面,特异性及灵敏性变化较大。
研究[14 - 15]表明血清 UCH鄄L1 蛋白表达水平在脑组

织损伤 6 h 后即可被检测到,说明该生物标志物血

清蛋白表达水平可用于脑组织损伤的早期诊断,另
其血清蛋白表达水平的高低与脑组织损伤的严重程

度相关,本实验结果均与之相符合。 通过本次研究

表明:外周血清中 UCH鄄L1 蛋白水平可以反映脑组

织受损的严重程度,可运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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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 L 型对宫颈癌细胞生长的影响

胡小冬1,崔摇 洁2,唐素兰2,管俊昌3

[摘要]目的: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金葡菌)L 型对体外培养的单层人宫颈癌细胞(HeLa)生长的影响作用。 方法:用常规方法

诱导金葡菌为 L 型后感染 HeLa 细胞,采用光学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检测金葡菌 L 型黏附及侵入细胞情况,并采用改良的

MTT 比色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 结果:光镜、电镜检查显示金葡菌 L 型能够黏附并且进入 HeLa 细胞;改良的 MTT 法检测表

明金葡菌 L 型能够促进 HeLa 细胞增殖(P < 0. 01)。 结论:金葡菌 L 型能够感染并促进 HeLa 细胞增殖生长,揭示金葡菌 L 型

可能与宫颈癌的发生有关。
[关键词] 金黄色葡萄球菌;细菌 L 型;宫颈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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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L鄄form on the growth of cervical cancer cells
HU Xiao鄄dong1,CUI Jie2,TANG Su鄄lan2,GUAN Jun鄄chang3

(1. Department of Histology and Embryology,2. Comprehensive Laboratory of Microscopic Morphology,
3.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L鄄form on the growth of human cervical cancer cells(HeLa) in
vitro. Methods:The HeLa cells were infected with Staphylococcus aureus L鄄form by routine method. The adhesion and invasion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L鄄form were detected using light and electron microscopy,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HeLa cells was detected using
improved MTT assay. Results:The results of light and electron microscopy L鄄form showed that the Staphylococcus aureus L鄄form could
adhere and invade into HeLa cells. The result of improved MTT method showed that Staphylococcus aureus L鄄form could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HeLa cells. Conclusions:Staphylococcus aureus L鄄form can infect and promote the growth of HeLa cells,which reveals
that Staphylococcus aureus L鄄form may be one of inducting factor of cervical cancer.
[Key words] Staphylococcus aureus;bacterial L鄄form;cervical cancer 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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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与外界相通,易受到各种病菌的侵袭,慢性宫颈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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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体、抗体和抗生素等因素作用下,几乎不可避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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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或缺陷的细菌。肖叙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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