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缔组织生长因子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关系的研究

侯雨, 于扬, 杨晓辉, 于勤, 邓春颖

引用本文:
侯雨, 于扬, 杨晓辉, 等. 结缔组织生长因子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关系的研究
[J].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1): 67-70.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1.017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2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与血清25羟维生素D水平的关系研究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inopathy and serum 25-hydroxy vitamin D level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6, 41(5): 574-576,579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6.05.005

急性髓系白血病病人CDH13基因甲基化状态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The methylation detection of CDH13 gen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7, 42(10): 1340-1343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7.10.014

上海市郊白鹤镇糖尿病病人视网膜病变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分析

Analysis of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retinopathy in diabetic patients in a suburb of Shanghai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1): 89-93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1.023

2型糖尿病合并冠心病病人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肿瘤坏死因子-α、高迁移率蛋白B1水平变化及临
床意义

Changes of the serum levels of hs-CRP,TNF-α and HMGB1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complicated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and its clinical diagnosis value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20, 45(1): 48-50,56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1.012

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3与2型糖尿病肾病的关系

The correlation of the serum levels of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and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binding
protein-3 with the type 2 diabetic nephropathy

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6, 41(5): 586-588   https://doi.org/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6.05.009

https://xuebao.bbmc.edu.cn/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1.017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6.05.005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7.10.014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1.023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1.012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20.01.012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6.05.009
https://xuebao.bbmc.edu.cn/cn/article/doi/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16.05.009


[收稿日期] 2016 - 11 - 29摇 [修回日期] 2018 - 12 - 12
[作者单位] 1. 四川省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内分泌科,643000;大连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 内分泌科,3. 心内科,辽宁 大连

116001
[作者简介] 侯摇 雨(1988 - ),男,硕士,医师.
[通信作者] 邓春颖,副主任医师. E鄄mail:cy鄄deng@ 163. com

[文章编号] 1000鄄2200(2020)01鄄0067鄄04 ·临床医学·

结缔组织生长因子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

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关系的研究

侯摇 雨1,于摇 扬2,杨晓辉2,于摇 勤3,邓春颖1

[摘要]目的:探讨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与糖尿病病人并发视网膜病变的关系,及其对血清

CTGF 水平的影响。 方法:纳入于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糖尿病病人共计 120 例,根据 2002 年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国际临床分形标准,行眼底检查或者眼底荧光造影,明确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诊断,分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组(DR 组)57
例,糖尿病不合并视网膜病变组(NDR 组)63 例,另选取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体检中心体检的正常人 58 名作为健康对照组

(NC 组)。 提取外周血白细胞 DNA,应用甲基化特异 PCR(MSP)检测 CTGF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应用 ELISA 法测定各

组标本中血清 CTGF 水平从而进行分析。 结果:DNA 甲基化特异性 PCR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DR 组 CTGF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阳

性率为 24. 45% ,低于 NDR 组(42. 86% )和 NC 组(78. 95% )(P < 0. 05 和 P < 0. 01)。 DR 组血清 CTGF 水平明显高于 NDR 组

和 NC 组(P < 0. 01)。 结论:从表观遗传学角度,CTGF 基因启动子低甲基化导致血清 CTGF 水平升高,可能是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发生发展的机制之一。
[关键词]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结缔组织生长因子;启动子;甲基化

[中图法分类号] R 774. 1 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20. 01. 017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of CTGF gene and diabetic retinopathy

HOU Yu1,YU Yang2,YANG Xiao鄄hui2,YU Qin3,DENG Chun鄄ying1

(1.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The Fourth People忆s Hospital of Zigong,Zigong Sichuan 643000;2.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3.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Zhong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Dalian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of 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
(CTGF) gene and diabetic retinopathy,and its effects on the serum levels of CTGF. Methods:One hundred and twenty hospitalized
diabetic patients in endocrinology department in addition select 58 normal examined subjects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center from the
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of Dalian University were investigat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linical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of
diabetic retinopathy ( 2002 ), the diabetic retinopathy in all cases were identified using the fundus examination or fluorescein
angiography.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diabetic retinopathy group(DR group,n = 57),diabetes without retinopathy group(NDR
group,n = 63),and normal control group (NC group,n = 58). The DNA was extracted from the peripheral white blood cells, the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 of CTGF gene was detected using the methylation鄄specific PCR(MSP),and the serum levels of CTGF in
three groups were analyzed using ELISA. Results:The results of statistic analysis of the MSP showed that the CTGF gene promoter
methylation rate in DR group was 24. 45%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NDR group(42. 86% ) and NC group(78. 95% )(P < 0. 05
and P < 0. 01). The serum level of CTGF in DR group was signif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DR group and NC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In term of epigenetics,the promoter hypomethylation status of CTGF gene can lead to the increasing of serum level of
CTGF,which may be one of the mechanisms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abetic retinopathy.
[Key words] diabetic retinopathy;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promoter;methylation

摇 摇 糖尿病是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一组代谢性疾

病。 其流行趋势异常严峻,全球糖尿病发病呈整体

上升趋势。 据统计[1],截至 2013 年全球共有 3. 82

亿人患有糖尿病,预计 25 年后糖尿病患病人数将达

到 5. 92 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全球

总患病人数的 80. 0% 在发展中国家。 而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DR)是其严重慢性并发症,也是成年人最

主要的致盲眼病,有资料[2] 显示中国大陆糖尿病病

人 OR 患病率为 23% 。 DR 发病机制未明,其病因

可能与炎症、组织缺血缺氧、氧化应激、多元醇途径

亢进、细胞增殖异常以及纤维化有关[3]。 结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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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因子( 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CTGF)是

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种细胞因子,被认为是 TGF鄄茁1
的直接下游效应介质,可诱导下游的玉型胶原及芋
型胶原的合成,可导致细胞外基质合成增加,进而导

致组织纤维化。 血清中 CTGF 水平异常与 DR 相关

性已经得到证实。 本实验通过分析 DR 病人 CTGF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探讨 CTGF 基因启动子

区甲基化与 DR 的联系。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参照 1999 年 WHO 对糖尿病的诊

断与分型,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5 月大连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糖尿病病人 120
例,行眼底检查,糖尿病病人行眼底荧光造影,根据

2002 年 DR 国际临床分型统一标准,确诊其中 DR
组(DR 组)57 例,男 30 例,女 27 例,年龄(57. 26 依
7. 97)岁,病程(8. 11 依 3. 79)年;糖尿病不合并视网

膜病变组(NDR 组)63 例,男 31 例,女 32 例,年龄

(59. 25 依 8. 17)岁,病程(7. 74 依 3. 27)年;健康对照

组(NC 组)为来院健康体检者,共计 58 名,其中男

27 名,女 31 名,年龄(58. 74 依 7. 77)岁。 排除标准:
所有研究对象均排除糖尿病急性并发症、1 型糖尿

病、继发性糖尿病及妊娠糖尿病;排除急慢性感染、
严重肝脏疾病、肾病综合征、高血压肾病、肾小球肾

炎等肾脏疾病(糖尿病肾病可入组)、肿瘤以及自身

免疫性疾病、其他可引起组织纤维化的疾病;排除其

他疾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NC 组排除糖耐量异常与

空腹血糖受损。 3 组一般资料均具有可比性。 本研

究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
1. 2摇 方法摇 采取调查问卷、查阅病例、体格检查的

方式获取一般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禁食禁饮 8 h 后

采集标本。
1. 2. 1摇 目的基因获取以及甲基化摇 采集研究对象

静脉血 2 mL,严格按照试剂盒(Ezup 柱式血液基因

组 DNA 抽提试剂盒,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生产)要求提取 DNA 50 滋L,取目的基因 20 滋L,
严格 按 照 甲 基 化 试 剂 盒 ( EZ DNA Methylation鄄
GoldTM Kit,美国 ZOMY RESEARCH)说明书进行

DNA 甲基化,获取甲基化产物 10 滋L,于 - 20 益冰

箱保存。
1. 2. 2 摇 MSPCR 检测目的基因甲基化水平 摇 经查

Gene Bank 数据库以及检索相关文献 [4 ],确定

CTGF 甲基化引物(M)以及非甲基化引物(U),由上

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 CTGF(M)上游

引物 5忆鄄TCG TTT CGG TCG ATA GTT TC鄄3忆;下游引

物 5忆鄄CGA AAC CCA TAC TAA CGA CG鄄3忆;CTGF
(U)上游引物 5忆TTG TTT TGG TTG ATA GTT TT鄄3忆
下游引物 5忆鄄CAA AAC CCA TAC TAA CAA CA鄄3忆 ;
其产物长度均为 159 bp,严格按照 Taq 聚合酶扩增

试剂盒(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生产)说

明书操作,扩增体系为 50 滋L,其中亚硫酸氢钠修饰

DNA 1 滋L,上下游 M 或者 U 引物各 1 滋L,RCR
master 22 滋L,dH2O 25 滋L,甲基化与非甲基化反应

条件为 95 益预变性 5 min,94 益变性 45 s,50 益退

火 30 s,72 益延伸 30 s,共 38 个循环,最后 72 益延

伸 7 min。 反应结束后,取产物 10 滋L 用 2. 0%琼脂

糖凝胶进行电泳,溴化乙锭染色,电泳结束后用凝胶

成像系统拍照并分析。 如果甲基化条带与非甲基化

条带同时出现,判定为半甲基化;出现甲基化条带,
无非甲基化条带出现,判定为甲基化;出现非甲基化

条带而无甲基化条带出现,判定为去甲基化。
1. 2. 3 摇 血清中 CTGF 蛋白检测 摇 采集标本 2 mL,
EDTA 抗凝,2 500 r / min 离心 5 min,吸取血清,置于

1. 5 mL 离心管中,浓度测定采取 ELISA 法测定,严
格按照试剂盒(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生

产)说明书操作,应用酶标仪 450 nm 测定吸光度值

及读出对应浓度数,根据标准品吸光度值计算出标

本浓度。
1. 3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和 q 检

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甲基化阳性率的判定摇 MSP 凝胶电泳结果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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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CTGF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 MSPCR 结果 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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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CTGF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阳性率为 24. 45% 低于

NDR 组的 42. 86%和 NC 组的 78. 95% (P < 0. 05 和

P < 0. 01);NDR 组甲基化阳性率低于 NC 组的阳性

率(P < 0. 01)(见表 1)。

摇 表 1摇 各组 CTGF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状态的比较[n;百
分率(% )]

分组 n 甲基化状态 字2 P

DR 组 57 14(24. 45) 摇

NDR 组

NC 组

63
58

27(42. 86)*

摇 摇 45(78. 95)**吟吟
33. 53 < 0. 01

合计 178 86(48. 31) 摇

摇 摇 字2 分割:与 DR 组比较*P < 0. 05,**P < 0. 01;与 NDR 组比较

吟吟P < 0. 01

2. 3摇 各组血清中 CTGF 含量的比较 摇 DR 组血清

CTGF 水平高于 NDR 组和 NC 组(P < 0. 01);NDR
组血清 CTGF 水平高于 NC 组(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各组 CTGF 测定值的比较(x 依 s)

分组 n CTGF / (滋g / L) F P MS组内

DR 组 57 2. 14 依 0. 67摇

NDR 组 63 1. 79 依 0. 61** 25. 48 < 0. 01 0. 316

NC 组 58 1. 38 依 0. 42**吟吟

摇 摇 q 检验:与 DR 组比较**P < 0. 01;与 NDR 组比较吟吟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DR 是糖尿病严重并发症,目前其发病机制尚

未完全阐明,已经有资料[5] 显示 CTGF 与 DR 有关。
CTGF 是由 BRADHAM 等[6] 于 1991 年在人类脐静

脉内皮细胞的培养基中发现的一种分泌性蛋白,广
泛分布于心、脑、肝、肾、肺、玻璃体、动脉等多种组织

器官中。 CTGF 作用较为广泛,可以刺激并且诱导

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进而导致器官或者

组织纤维化,同时也可以刺激毛细血管形成并且可

以促使细胞外基质沉淀的同时重塑细胞外基

质[7 - 8];另外还可以介导细胞黏附,刺激细胞转移

等[9]。 作为纤维化介质,CTGF 的存在有着重大意

义,在正常条件下,CTGF 表达很低,但是在应激、创
伤、急性炎症等条件下,CTGF 表达可上调,在损伤

修复以及瘢痕形成中发挥重大作用,利于创面愈合,
利于机体修复。 而机体损伤修复后,CTGF 含量可

下调至正常。 糖尿病病人因为微循环障碍导致组织

缺血缺氧,导致血液中血小板及巨噬细胞活化从而

导致 TGF鄄茁1 大量的释放,TGF鄄茁1 是 CTGF 的上游

因子,其上调导致了 CTGF 含量的上调,CTGF 不但

可以促使视网膜中毛细血管的生成[10],同时可以导

致视网膜细胞外基质产生增多以及纤维化[11],由于

CTGF 含量上调,早期可导致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基

底膜增厚,微血管瘤形成,进而导致毛细血管闭塞,
视网膜细胞缺血缺氧加重,由于视网膜细胞缺血缺

氧,进一步导致新生毛细血管以及纤维组织的生成,
随着纤维组织的大量生成,逐渐牵拉视网膜,导致视

网膜被撕脱,最终致使病人失明。 本实验结果显示

血清中 CTGF 水平,DR 组高于 NDR 组与 NC 组,提
示血清中水平与 DR 相关,CTGF 在 DR 形成中起一

定作用:CTGF 可促进纤维化和毛细血管生成,CTGF
的过表达与分泌可能是 DR 发生与发展的重要

机制。
已经有实验[12] 证实了高血糖与 DR 发生具有

密切相关性,但是英国前瞻性糖尿病研究以及后续

研究发现,糖尿病病人血糖控制良好之后,其视网膜

病变的发病率仍高于对照组。 其机制可能与代谢记

忆现象有关。 目前对代谢记忆现象的机制尚未明

确,代谢记忆效应可能与表观遗传学有关。 长期慢

性高糖血症可引起血管病变包括大血管病变以及微

血管病变,其共同机制为高血糖以及终末糖基化产

物(AGEs)的增加使活性氧簇(ROS)的水平增加,从
而使包括酪氨酸激酶(TK)、蛋白激酶 C、丝裂原激

活的蛋白激酶(MAPKs)等多条细胞转导通路被激

活。 这些通路的激活可以使 NF鄄资B 等转录因子活

化,同时也使 DNA 甲基转移酶(DNMTs)与 DNA 去

甲基化酶(DeMet)的水平紊乱,这些都可以导致异

常的甲基化,而 DNA 甲基化可通过影响染色体结

构和功能在基因表达的调节上起重要作用[13 - 14]。
本实验发现 DR 组甲基化阳性率明显低于 NDR 组

与 NC 组,CTGF 甲基化水平与血清 CTGF 水平呈负

相关;CTGF 基因启动子去甲基化导致 DR 与糖尿病

肾病相一致,提示二者可能在分子机制上有相似性。
综上,高血糖导致组织缺血缺氧,进而导致血液

中血小板及巨噬细胞活化从而导致 TGF鄄茁1 大量的

释放,TGF鄄茁1 是 CTGF 的上游因子,其上调导致了

CTGF 含量的上调;而长期高血糖以及 AGEs 堆积可

以导致氧化应激,从而激活细胞内转导通路,这些通

路的活化不但导致了核转录因子的激活,也导致甲

基化酶水平的紊乱。 这些都可以导致 CTGF 基因启

动子甲基化水平减低,高甲基化水平抑制目的基因

表达,这种抑制解除之后致使基因表达增强,最终导

致血清 CTGF 含量增多,而 CTGF 具有刺激毛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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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增殖、刺激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以及

促使细胞外基质增生的作用,这些都可以引起组织

纤维化,随着病情的进展而导致 DR 的发生。 从表

观遗传学角度,CTGF 基因启动子低甲基化导致血

清 CTGF 水平升高,可能是 DR 发生发展的机制之

一。 本实验一定程度上阐述了 CTGF 基因启动子甲

基化与 DR 的关系,但因为 CTGF 功能众多,高血糖

导致 CTGF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的具体机制有待更

进一步阐明;由于本实验由于时间限制收集标本量

少,且未将 DR 组标本具体分为背景期组与增殖期

组,NC 组因志愿者配合问题和医学伦理等原因均未

能行眼底荧光造影检查,仅行眼底镜检查。 在下一

步实验中我们会尽可能多地招募志愿者,并将 DR
组分为非增殖期 DR 组(NPDR 组)与增殖期 DR 组

(PDR 组),并结合检测房水 CTGF 水平,重点探讨

CTGF 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与增殖期 DR 的关系;
检测 TGF鄄茁1、TSP1 等相关因子的水平,探讨 DR 病

人 CTGF 基因启动子低甲基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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