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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增龄及乙醇对大鼠肝和大脑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１
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
周俊拓西平
【摘要１

李谊文苗振春赵建新

目的探讨增龄及乙醇对大鼠肝和大脑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１（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１，

ＰＡｌ一１）ｒｎＲＮＡ表达的影响。方法将老龄与幼龄大鼠随机分为乙醇灌胃组和对照组。乙醇灌胃组以５０％乙醇
（Ｖ／Ｖ）１２ｍｌ／ｋｇ每日灌胃２次，对照组给予等量蒸馏水。７ｄ后获取肝和脑组织标本，抽提总ＲＮＡ后，采用单管竞
争性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进行ＰＡＩ一１ ｍＲＮＡ和内参照物片段的扩增，对比分析两者的光密度值，得到ＰＡＩ一１
ｍＲＮＡ的相对表达量。结果短期大剂量乙醇灌胃后老龄乙醇灌胃组死亡率明显高于幼龄乙醇灌胃组。析因分
析显示，增龄和乙醇灌胃均使大鼠肝脏ＰＡｌ—ｌ ｍＲＮＡ的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同时增龄和乙醇具有协同作
用。ｘ２检验发现，大脑皮质组织中ＰＡＩ．１ ｍＲＮＡ的阳性表达率，老龄乙醇灌胃组显著高于老龄对照组和幼龄乙醇
灌胃组；幼龄乙醇灌胃组明显高于幼龄对照组；老龄对照组明显高于幼龄对照组。结论增龄和短期大剂量乙醇
摄入均可诱导大鼠肝脏和大脑皮质组织表达ＰＡｌ一１ ｍＲＮＡ，而在增龄的基础上乙醇诱导ＰＡｌ一１ ｍＲＮＡ高表达的作
用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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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血栓和细胞外基质成分的降解，而纤溶酶原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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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抑制物１（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１，ＰＡＩ一
１）是哺乳动物体内ＰＡ的主要生理抑制剂，其含量

老年病科（周俊、拓西平、李谊文、苗振春）；１２５１０５辽宁兴城，解放军
总装备部兴城疗养院门诊部（赵建新）

和活性在肝脏中最高…。ＰＡｌ一１的过度表达对栓塞

作者简介：周俊，男，医学硕士，医师

的形成和纤维化的发展均有促进作用。本研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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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短期大剂量乙醇灌胃前后老龄和幼龄大鼠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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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脑皮质中ＰＡＩ一１ ｍＲＮＡ表达的差异，以探讨增

ｐ一肌动蛋白ｍＲＮＡ（以下简称Ｐ／１３）的相对表达量。

龄及乙醇对大鼠肝和大脑ＰＡｌ—ｌ ｍＲＮＡ表达的影响。

Ｒ‘Ｆ—ＰＣＲ采用’Ｉ＇ａＫａＲａ公司一步法试剂盒，引物由
ＤＮＡ合成仪合成。电泳条带的光密度值利用Ｂｉｏ—

１材料与方法

Ｒａｄ公司Ｆｌｏｕｒｓ—Ｓ ＭｕｌｔｉＩｍａｇｅｒ自动凝胶成像仪分
１．１实验动物雄性ＳＤ大鼠，老龄４０只（１８月龄，
体重５５０～６００９），幼龄４１只（２月龄，体重１６０～

析，分析软件为系统自带的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ＮＥ分析软
件。

２００９），购自上海西普尔一必凯公司。将大鼠随机分

１．４统计学处理采用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

为乙醇灌胃组和对照组。老龄乙醇灌胃组２５只，老

数据用ｊ±Ｓ表示，采用析因分析的方法进行检验，

龄对照组１５只，幼龄乙醇灌胃组２６只，幼龄对照组

计数资料采用ｘ ２检验，取双侧检验，Ｐ＜０．０５为确

１５只。，乙醇灌胃组以５０％（Ｖ／Ｖ）乙醇１２ｍｌ／ｋｇ早

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水平。

晚灌胃各１次，对照组以等量蒸馏水灌胃，其余时间
给予标准饲料喂养。７ｄ后麻醉并解剖动物，切取肝

２结果

右叶及大脑皮质组织，一８０℃保存（＜２４ｈ）。

２．１动物的死亡率造模结束时，动物死亡率为老

１．２总ＲＮＡ抽提采用罗氏公司Ｔｒｉｐｕｒｅ试剂，其
他试剂为分析纯。

龄乙醇灌胃组３６％（９／２５）；幼龄乙醇灌胃组３．８％

１．３肝脏及脑组织ＰＡＩ一１ ｍＲＮＡ的测定采用竞争

组死亡率明显高于幼龄乙醇灌胃组（７ ２＝６．４４３，

性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０．０５）。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ｓｅ—ｐｏｌｙ—

（１／２６）；另两组无死亡。经Ｙ２检验，老龄乙醇灌胃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Ｔ—ＰＣＲ）法同时扩增２条目

２．２肝脏和大脑皮质ＰＡＩ．１ ｍＲＮＡ的表达存活大

标基因片段，大鼠ＰＡｌ一１ ｍＲＮＡ扩增片段引物为５
Ｃ铽ＸⅪ（了Ｒ］（ＡＡＡ＆吣］（）（诮Ａ久ｒ（；一３
５ ７—１Ａ（ｊ崛Ｃ一

份抽提总ＲＮＡ，其他各组标本均全部抽提并进行目

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７一

（］（ＷＦ㈣ＧＴＡＡＧ一３’（３９６ｂｐ）。内参照物８一肌
７，

鼠标本中，幼龄乙醇灌胃组２５份标本随机抽取１５
标片段的扩增。ＰＡｌ一１ ｍＲＮＡ和８一肌动蛋白ｍＲ—

动蛋白（ａｃｔｉｎ）ｍＲＮＡ扩增片段引物为５＇－ＣＩ＇ＣＣＧ一

ＮＡ扩增片段分别为３９６和３０７ｂｐ，均位于２５０和

（：Ａ（Ｘ ＫｙｒＧ，ｒＧＡＴ（ＸｙＩ、Ｇ一３

５ ７一ＡＧＡＡＧ（Ｘ Ｘ：ＧＴ—

５００ｂｐ的标志物（ｍａｒｋｅｒ）条带之间，』３一肌动蛋白

ＧＣＴＧＡＧＡＡＧ’ＦＴＧＡ－３ ７（３０７ｂｐ）。产物经电泳、计

ｍＲＮＡ片段位置靠前。各组动物肝脏和大脑皮质标

算机图像扫描和光密度值分析，得到ＰＡｌ一１ ｍＲＮＡ／

本的凝胶电泳图分别见图１和图２。

７．

图１肝脏样本扩增产物电泳条带
Ａ：老龄乙醇灌胃组，Ｂ：老龄对照组，Ｃ：幼龄乙醇灌胃组，Ｄ：幼龄对照组。各凝胶左侧第一孔为标志物（Ｍａｒｋｅｒ，Ｍ），从前至后条带分别为１００
２５０，５００，７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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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和２

０００ｂｐ。ｐ肌动蛋白ｍＲＮＡ片段为３０７ｂｐ，位置靠前；ＰＡｌ．１ ｍＲＮＡ片段为３９６ｂｐ，条带位置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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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ｇａｎ Ｄ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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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ｄｅｒｌ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３ ｖ。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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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脑组织样本扩增产物电泳条带
Ａ：老龄乙醇灌胃组，ｌ｛：老龄对照组，Ｃ：幼龄乙醇灌胃组，Ｉ）：幼龄对照组。凝胶左侧第一孔为标志物（Ｍ），从前至后条带分别为１００，２５０，５００
７５０，ｌ

０００和２

０００ｂｐ，１～７：脑组织样－锗，Ｄ组Ｐｏ孔为阳性对照。图中Ａ组ＰＡＩ一１ ｍＲＮＡ各孔样品均阳性表达，Ｄ组除阳性对照外均尤表达

ｌ｛，（、炳纰为部分样晶表达

不同组别大鼠肝脏和大脑皮质Ｐ／Ｈ的相对表达
量见表１。析因分析发现，增龄和短期大剂量乙醇
灌胃均使大鼠肝脏Ｐ佃的相对表达量明显高于对照

３讨论
ＰＡ和ＰＡｌ一１是调节纤溶系统的重要成分，纤溶
系统功能正常可防止血栓形成和维持血管内血流通

组，同时，增龄和乙醇灌胃之间具有协同效应。
各组动物肝脏和大脑皮质ＰＡＩ一１ ｍＲＮＡ的阳

畅。而在肝纤维化的过程中，这种平衡的失调同样

性表达率情况见表２。肝脏阳性表达率均为１００％。

会促进胶原、糖蛋白、蛋白多糖等细胞外基质的合成

ｙ２检验表明，不同组大鼠大脑皮质ＰＡＩ一１

增加旧Ｊ。研究显示，四氯化碳肝硬化造模大鼠血浆

ｍＲＮＡ

阳性表达率的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７２＝３１．６，Ｐ＜
０．０１）。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老龄乙醇灌胃组明显
高于老龄对照组（ｙ２＝８．８８，Ｐ＜０．０１）和幼龄乙醇
灌胃组（ｙ２＝１０．７７，Ｐ＜０．０１）；幼龄乙醇灌胃组显
著高于幼龄对照组（ｚ２＿５．２１，Ｐ＜０．０５）；老龄对照
组明显高于幼龄对照组（７２＝６．７１，Ｐ＜０．０５）。

中ＰＡｌ＋１抗原水平随肝纤维化程度的增加而明显增
高‘３】。
脑部病变方面，Ｈｉｎｏ等¨ｏ采用免疫组化法对人
脑ＰＡＩ—ｌ进行了组织定位，发现人类神经元细胞着
色数个体差异较大，星形胶质细胞着色仅见于白质
损害的患者，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老年斑部位也

此外，统计分析也表明，大鼠体内ＰＡＩ一１ ｍＲＮＡ

出现了微弱的染色，提示ＰＡＩ一１很可能参与脑内多

的表达能力，肝脏要强于大脑皮质组织（表１，表２）。

种病理过程。在脑卒中方面的研究也证实，脑梗死

表１不同组别肝脏和大脑皮质ｐ／１３相对表达量

注：。Ｐ＜０．０５，～Ｐ＜０．叭，与大脑皮质Ｐ／Ｂ相对表达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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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不同组别肝脏和大脑皮质ＰＡＩ一１ ｍＲＮＡ阳性表达率

Ｏｒｇａｎ 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Ｊｕｎｅ

Ｖｏｌ ２

２００３

·１３７·

Ｎｏ ２

的组织病理检查，确切死因并不清楚，是由酒精中毒
直接引起或是出现重要脏器栓塞、感染、胃肠道损伤
等并发症所致，尚有待进一步验证。由于老年人是
冠心病和脑卒中的高危人群，因此，对老年人群而
言，应避免连续大量的饮酒，以防组织内ＰＡＩ一１过度

患者血浆ＰＡｌ一１活性明显高于对照组【５』。

表达而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发生。

本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肝脏或大脑皮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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