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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状 C1q 受体在自然流产中的表达及生物学意义

闫林萍1,高玲娟2,钟天鹰3

[摘要]目的:探索球状 C1q 受体(gC1qR)在自然流产中的表达及其生物学意义。 方法:收集自然流产和人工流产蜕膜组织各

30 例,以滋养层细胞系 HTR鄄8 / SVneo 为研究对象,免疫组织化学 SP 法检测 gC1qR 蛋白在蜕膜组织中的表达及定位情况;免
疫印迹技术及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分别检测 gC1qR 蛋白及 mRNA 的相对表达水平;流式细胞技术对滋养层细胞凋亡

情况进行评估,透射电镜对滋养层细胞凋亡形态进行观察。 结果:gC1qR 蛋白及 mRNA 在自然流产蜕膜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

于人工流产的蜕膜组织(P < 0. 01);过表达 gC1qR 基因可明显增加滋养层细胞的凋亡率(P < 0. 01),且电镜下呈现典型的凋

亡形态学改变。 结论:gC1qR 基因与自然流产的发生紧密相关,有望成为诊断、治疗及预防自然流产的潜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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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globular C1q receptor in spontaneous abortion,and its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YAN Lin鄄ping1,GAO Ling鄄juan2,ZHONG Tian鄄ying3

(1. The Forth School of Clinical Medicine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04;2. Nanji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Medical Institute,3.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The Affiliated Obestetrics and Gynecology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Maternity and Child Health Care Hospital,Nanjing Jiangsu 210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globular C1q receptor( gC1qR) and its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Thirty
decidual tissue specimen of spontaneous abortion and 30 samples of induced abortion were collected,and extravillous cytotrophoblasts
(EVCT)鄄derived transformed cell lines HTR鄄8 / Svneo was investigated. The protein expression and location of gC1qR in decidual tissue
were detect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SP metho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gC1qR protein and mRNA were detected using
immunofluorescent staining and qRT鄄PCR, the apoptosis of trophoblast cells was evaluated using flow cytometry and electronic
microscope. Results: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gC1qR protein and mRNA in decidual tissue in spontaneous abortion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induced abortion patients(P < 0. 01). The overexpression of gC1qR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apoptosis rate of trophoblast cells ( P < 0. 01 ), and the typical apoptosis morphological change was observed under electronic
microscope. Conclusions:The gC1qR gene is closely related to spontaneous abortion,which is maybe to be an potential target point in
the diagnosis,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spontaneous abortion.
[Key words] spontaneous abortion;globular C1q receptor;trophoblast cell;apoptosis

摇 摇 自然流产指妊娠不足 28 周,胎儿体质量不足

1 000 g,自然状态下发生的流产,是临床上一种常

见的病理性妊娠。 其病因复杂,主要包括基因及染

色体异常[1 - 2]、内分泌疾病[3]、免疫功能紊乱[4]、感
染和子宫的异常等。 自然流产大部分发病机制不

明,难以提前诊断,滋养层细胞异常凋亡可破坏母 -
胎界面微环境,与流产的发生密切相关。 球状 C1q
受体(gC1qR)作为一种高度酸性的受体蛋白,主要

分布在多种细胞的线粒体基质中,可与其配体蛋白

结合参与介导各种生物学反应[5]。 本研究旨在探

讨 gC1qR 基因诱导滋养层细胞凋亡与自然流产之

间的关系及可能机制。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材料摇
1. 1. 1摇 研究对象及标本采集摇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 30 例自然

流产者作为观察组,纳入标准:胎儿无染色体异常

(父母双方无染色体异常相关疾病,无家族史,并对

早期流产物进行染色体检查,排除胎儿的染色体异

常),年龄 21 ~ 35 岁,孕 7 ~ 10 周;30 例正常早期妊

娠且经人工流产者为对照组,纳入标准:人工流产前

无先兆流产的临床症状;胎儿体内发育正常,B 超检

查提示孕囊内可见胚芽及原始心管搏动;既往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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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孕产史,年龄 21 ~ 35 岁,孕 7 ~ 10 周。 2 组研究

对象的年龄、孕周等均具有可比性。 实验设计符合

人体试验伦理学标准,并得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 术后立即取蜕膜组织, PBS 漂洗,置于

- 70 益冰箱冻存备用。
1. 1. 2 摇 细胞株 摇 人胎盘绒毛外滋养层细胞

(EVCT)衍生转化细胞系 HTR鄄8 / SVneo 购自杭州赫

贝生物有限公司。 HTR鄄8 / SVneo 细胞系是猿肾病毒

40 大 T 抗原基因( SV40 Tag) 永久化早期妊娠的

EVCT 细胞系(HTR鄄8)的衍生细胞,保留正常 HTR鄄
8 细胞所有表型和功能特征,可分泌雌激素、孕激

素、催乳素、人类白细胞抗原 G(HLA鄄G) [6],是研究

滋养层细胞生物学的一种理想体外模型。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摇 蜕膜标本经 10%多聚

甲醛室温固定 10 min,石蜡包埋,切片(4 滋m),常规

脱蜡至水化,微波抗原修复,加入 3% 过氧化氢中和

内源性过氧化物酶,封闭非特异性位点,依次经一抗

(羊抗人 gC1qR 抗体,Santa Cruz 公司,美国),二抗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兔抗羊 IgG 抗体, Santa
Cruz 公司,美国)孵育,底物显色、复染、脱水、透明、
封片,Leica DM3000 生物显微镜 (Mannheim 公司,
德国)观察。
1. 2. 2摇 免疫印迹摇 取蜕膜组织加入蛋白酶裂解液

充分匀浆,提取组织总蛋白,BCA 蛋白浓度测定试

剂盒(Pierce 公司,美国)测定总蛋白浓度。 电泳时

首先将标本加入已准备的 SDS鄄Page 胶加样孔内,设
置电压 80 V 进行电泳,待上样缓冲液涌至两层胶分

界处(20 ~ 30 min)调整电压至 120 V,待样路至凝

胶底部,停止电泳。 再将分离的目的蛋白转膜至

PVDF 膜上,室温封闭洗涤进行抗体杂交。 经过一

抗(兔抗人 gC1qR 抗体,Cell Signaling 公司,美国)、
二抗(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羊抗兔 IgG 抗体,Cell
Signaling 公司,美国)孵育,底物显色。 使用 FCE 型

化学发光成像系统(Protein simple,美国)对蛋白条

带进行曝光及灰度扫描,测各自的总灰度值,进行定

量比较分析,并采取自身 茁鄄actin 灰度值校正。
1. 2. 3摇 逆转录反应 摇 取 - 70 益冻存蜕膜组织,胰
酶消化后充分匀浆,使用 RNA 提取试剂盒(天根生

化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提取组织中总 RNA,One
drop OD鄄1000 微量分光光度仪 Spectrophotometer(芮
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测总 RNA 浓度。 按 TaKaRa
逆转录试剂盒(TaKaRa 公司,日本)说明配制逆转

录 反 应 液, Biometra TProfessional Trio PCR 仪

(Biometra 公司,德国)将 RAN 反转录为 cDNA(反
应参数:37 益 15 min,85 益 5 s,4 益)。
1. 2. 4摇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鄄PCR) 摇
根据目的基因序列设计上下引物 (上游引物:5忆鄄
AAT CAC ACG GTA GAC ACT GAA ATG CC鄄3忆;下
游引物:5忆鄄CAT CAT CCC ATC TAA AAT GTC CCC
TG鄄3忆),再使用 ViiA 7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ABI
公司,美国)进行目的基因荧光强度检测以测取其

相对表达量:配制 PCR 反应液(25 微升 /孔):2 伊
SYBR Premix Ex Taq 域 5 滋L, 上 下 引 物 各

(10 滋mol / L)0. 5 滋L,模板 cDNA 2 滋L(20 ng),去离

子水(dH2O)8. 5 滋L;选测荧光模式是 SYBR Green
荧光,反应参数:95 益 30 s 预变性,5 益 5 s、60 益
30 s PCR 反应,重复 40 个循环,95 益 15 s 解离。
茁鄄actin为内参,与其他基因同时扩增,计算公式为:

吟Ct =待测样品目的基因的 Ct 值 - 对应内参

基因的 Ct 值;
吟吟Ct =观察组吟Ct -对照组吟Ct;
目的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 2 -吟吟Ct。

1. 2. 5 摇 细胞培养 摇 将其接种于含 10% FBS 的

RPMR鄄1640 培养液中,37 益、5% CO2,培养箱内培

养,至 80% ~ 90% 满瓶细胞生长旺盛进入平台期,
0. 25%的胰酶使细胞充分消化,加入 RPMR鄄1640 培

养基重悬细胞,1 颐 3 传代(细胞密度为 1 伊 106 / mL)
并接种到 6 孔培养板上,37 益、5% CO2 继续培养,
待细胞融合到 80% ,转染。
1. 2. 6摇 细胞转染摇 将上述培养的 HTR鄄8 细胞分为

转染 gC1qR 质粒载体的 gC1qR 观察组 ( gC1qR
vector) 和转染空质粒 载 体 阴 性 对 照 组 ( NC)。
RPMR鄄1640 培养基分别按比例稀释 LipofectamlneTM

2000(Invivogen 公司,美国)及 gC1qR 质粒载体,两
者混匀,37 益 20 min。 转染前,用无血清培养基冲

洗细胞,将混合液逐滴加入培养孔中,轻轻混匀,置
37 益、5% CO2 细胞培养箱培养,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转染效率,确定收获细胞的最佳时段。
1. 2. 7摇 细胞凋亡检测摇 将转染后的 HTR鄄8 / SVneo
细胞,配置成每毫升 5 伊 105 细胞的细胞悬液,
Annexin V鄄FITC鄄PI 双染试剂盒(BestBio 生物公司,
中国)对细胞进行荧光染色,FACS ARIAII 分选型流

式细胞仪(BD 公司,美国)进行观察和检测(1 h 之

内完成)。 流式细胞仪激发光波长为 488 nm,515
nm 波长的带通滤器(band pass filter)检测 FITC 荧

光,560 nm 波长的滤器检测。 染色结果判定: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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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质内有棕褐色颗粒判定为阳性染色结果。
1. 2. 8 摇 滋养层细胞超微结构观察 摇 收集 HTR鄄8 /
SVneo 细胞团块,5%戊二醛预固定 2 h,PBS 漂洗后

1%锇酸常温再固定 2 h,2%的醋酸铀水溶液块染,
丙酮 脱 水 置 换 后 置 于 环 氧 丙 烷 与 环 氧 树 脂

(Epon812)的混合物中浸透过夜。 经 Epon812 树脂

包埋,超薄切片,Tecnai G2 Spirit Bio TWIN 透射电

镜(FEI 公司,荷兰)观察细胞超微结构。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gC1qR 在蜕膜组织中的表达摇 Western blotting
及 qRT鄄PCR 结果表明,gC1qR 蛋白及 mRNA 在观察

组和对照组的蜕膜组织中均有表达,观察组的相对

表达量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见表 1、图 1)。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gC1qR 蛋白主要位于细胞

质,呈棕黄色颗粒,且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细胞中

gC1qR 蛋白数量及染色强度均明显增强(见图 2)。

表 1摇 2 组 gC1qR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的比较(x 依 s)

分组 n 蛋白 mRNA

对照组 30 0. 43 依 0. 04 2. 7 依 0. 03

观察组 30 0. 75 依 0. 01 6. 6 依 0. 04

t — 摇 42. 51* 427. 22

P — 摇 < 0. 01摇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 $%#

gC1qR

β-actin

' ()*+,1   qC1pR Western blotting

A B
A: B:!"#; $%#

& '()*#+,-./2   gC1qR

2. 2摇 过表达 gC1qR 对滋养层细胞凋亡的影响摇 采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滋养层细胞凋亡率,观察组细胞

凋亡指数为(22. 28 依 0. 03)% ,较对照组的(10. 98
依 0. 06)% 明显增强( t忆 = 922. 64,P < 0. 01)。 同期

电镜观察滋养层细胞超微结构显示,对照组细胞膜

完整,细胞质均匀,细胞核大而圆且居中,核膜完整,
核仁明显。 而观察组细胞核内出现染色质边集,核
仁消失,核周间隙增宽等凋亡典型特征,且部分细胞

内有凋亡小体形成(见图 3)。

A B
A: B: gC1qR!"#$%&'(; )*$%&'(

+ ,-.'(/0123

3摇 讨论

摇 摇 自然流产占临床妊娠疾病的 10% ~ 15% ,其中

80%的自然流产发生 12 周之前。 滋养层细胞的侵

袭及凋亡是母 - 胎界面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蜕膜

及其组织中迁徙的滋养层细胞构成母 -胎界面间一

个复杂而又高度协调的微环境,调控胚胎识别、黏
附、植入、胎盘形成和胎儿发育。 1998 年,KOKAWA
等[7]通过组织切片 DNA 碎片原位技术和凋亡 DNA
碎片放射自显影技术发现,自然流产者的绒毛滋养

细胞和蜕膜组织的凋亡指数均显著高于人工流产

者;近几年的研究[8 - 9]也证实,滋养层细胞的异常凋

亡可破坏细胞结构的完整性,加重或导致细胞功能

的减退,母 -胎界面微环境精确调控遭到破坏,最终

导致自然流产的发生。
C1q 作为补体 C1 的重要成分,主要功能是识别

免疫复合物激活补体经典途径,趋化刺激中性粒细

胞、嗜酸性粒细胞和肥大细胞[10],增强吞噬作用,清
除凋亡细胞[11]。 蜕膜组织中迁徙的绒毛外滋养层

细胞合成 C1q,gC1qR / p33 作为其受体与之结合促

进滋养层细胞的黏附、侵袭[12] 及胚胎的着床[13]。
在先前研究[14]中,gC1qR 可通过线粒体依赖途径影

响癌细胞的迁移及侵袭能力,诱导细胞凋亡,对人类

乳头状瘤病毒鄄16 E2 诱导的宫颈癌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 SAHA 等[15] 的研究也证实, 持续高表达的

gC1qR 蛋白可诱导线粒体产生过多活性氧 ,引发

Ca2 + 内流,线粒体膜电位显著下降,从而介导细胞的

凋亡。 本实验中,对收集的 60 例流产者的蜕膜组织

进行 gC1qR 含量检测分析发现,自然流产者蜕膜组

6 J Bengbu Med Coll,January 2018,Vol. 43,No. 1



织 gC1qR 的表达水平显著上调,又通过构建 gC1qR
过表达模型,从细胞水平上证实 gC1qR 可显著诱导

滋养层细胞的凋亡。
综上,gC1qR 广泛分布于蜕膜组织,且在自然流

产者的蜕膜组织中显著高表达,并可能通过诱导滋

养层细胞凋亡,影响自然流产的发生发展。 如果该

结论在后续的动物实验以及临床实验上得以证明,
gC1qR 基因就有望成为诊断、治疗及预防自然流产

的潜在靶点。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许多问

题,如 gC1qR 通过何种途径诱导滋养层细胞凋亡;
不良妊娠因素(环境因素、内分泌因素、感染因素)
对组织细胞中 gC1qR 表达及滋养层细胞凋亡的影

响;gC1qR 在不孕、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等疾病

中是否有类似的作用;gC1qR 基因缺陷又会对人类

妊娠有何影响,需要进一步的探究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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