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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脂多糖结合蛋白与ＣＤｌ４基因多态性分布及其意义初步探讨
蔺静姚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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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家科于勇

【摘要】目的通过探讨脂多糖结合蛋白（ＬＢＰ）Ｌｅｕ４３６一Ｐｈｅ基因多态性对ＣＤｌ４合成与释放的影响以及
ＣＤｌ４

Ｃ－１５９Ｔ对ＬＢＰ蛋白浓度的调节效应，阐明这两种基因多态性的可能作用机制。方法研究对象为１１８例健

康献血员厦２６倒烧伤面积＞３０％的患者，采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ＬＢＰＬｅｕ４３６一Ｐｈｅ及ＣＤｌ４Ｃ－１５９Ｔ基因
多态性，同时检测ＣＤｌ４ｍＲＮＡ表达、可溶性ＣＤｌ４（ｓＣＤｌ４）及ＬＢＰ浓度。结果体外全血培养实验中，脂多糖刺激
与否，ＬＢＰ Ｌｅｕ４３６一Ｐｈｅ对ＣＤｌ４ ｍＲＮＡ表达、ｓＣＤｌ４水平均无明显影响（Ｐ＞０．０５），ＣＤｌ４—１５９位点基因型也与

Ｉ，ＢＰ浓度无关（尸＞ｏ．０５）。而对烧伤面积＞３０％的患者研究显示，ＣＤｌ４一１５９位点Ｔｒｒ基因型患者Ｉ．ＢＰ浓度于伤后
第３、２１天明显高于ＣＣ基因型（Ｐ＜ｏ，０５）。结论ＣＤｌ４Ｃ－１５９Ｔ基因多态性可能通过间接滑节机制影响ＬＢＰ产生，
并与严重烧伤患者预后不良有关。
【关键词】烧伤；脂多糖类；抗原，ＣＤｌ４；基因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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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多糖（１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ＬＰＳ）是介导革兰

阴性菌脓毒症（ｓｅｐｓｉｓ）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台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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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物并与细胞表面受体ＣＤｌ４分子作用，从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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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细胞内炎症信号转导通路。ＬＢＰ／ＣＤｌ４作为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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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素反应的增敏系统，参与了革兰阴性菌脓毒症和多
器官损害的病理生理过程。笔者既往研究表明，

中华老年多器官震病采志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ＭｕｌｔＯｒｇａｎ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ＬＢＰ Ｐｈｅ４３６Ｌｅｕ、ＣＤｌ４

Ｃ－１５９Ｔ基因多态性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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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循环后７２℃延伸１０ ｒａｉｎ。ＰＣＲ反应产物为

ＬＢＰ浓度、ＣＤｌ４ ｍＲＮＡ表达有关口ｏ］。由于信号

１６６

分子之间存在交互作用，ＬＢＰ Ｐｈｅ４３６Ｌｅｕ是否会影

（购自美国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于３７℃温育４ ｈ。ＨａｅⅢ

响ＣＤｌ４表达，ＬＢＰ合成又是否受到ＣＤｌ４—１５９位

识别位点为５’。ＧＧＣＣ－３’。纯合子ＣＣ产生１１５

点基因型的反馈调节尚不清楚，笔者通过体外、体内

和５１ ｂｐ两个片段；杂合子ＴＣ产生１ ６６ ｂｐ，１１５ ｂｐ

实验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ｐｌ

ＰＣＲ产物与限制性核酸内切酶ＨａｅⅢ

ｂｐ

和５１ ｂｐ三个片段ｌ纯合子ＴＴ只有１６６ ｂｐ一个片

段。酶切产物于４％琼脂糖凝胶电泳，溴化乙锭染
１对象与方法
１．１研究对象

ｂｐ。取６

色，紫外灯下判定结果。取４０份ＤＮＡ样本测序，
（１）体外实验；１１８例健康献血员，

汉族，男１０２例，女１６例；年龄１８～５ｌ岁，平均

进行基因型验证。
１．３

ＣＤｌ４

ｍＲＮＡ表选检测

提取烧伤患者外周

（２３．７士４．７）岁。试验前经检查未发现任何慢性疾

血白细胞总ｍＲＮＡ（美国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产品），采用

病且未服用任何药物。无菌收集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逆转录ＰＣＲ技术检测ＣＤｌ４ ｍＲＮＡ的表达，以ｐ

（ＥＤＴＡ－Ｋ２）抗凝全血标本，取ｌｍｌ全血培养，

ａｃｔｉｎ作为内参对照。人ＣＤｌ４扩增片段引物正义

１００ｐｇ／Ｌ内毒素刺激，另取ｌｍｌ全血培养不加内毒

链为：５’。ＧＧＴ

素刺激，１２ｈ后分离上清及细胞并于一７０℃保存”Ｊ。

３’，反义链为：５０ＧＧＴ

（２）Ｉ临床试验：２６例热力烧伤总面积＞３０％的患者

ＣＣＴ－３”６１；人ｐａｃｔｉｎ扩增片段引物正义链为：５’一

来源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烧伤研究所和北

ＧＴＧ ＧＧＧ ＣＧｃ ＣＣＣ ＡＧＧ ＣＡＣ

京军区总医院分院烧伤科，其中男２３例，女３例；年

为：５’一ＧＴＣ ＣＴＴ

龄１９～５７岁。分别于伤后２４ ｈ内，第３、７、１４、２１、

ＴＴＣ

２８天无菌操作收集ＥＤＴＡ－Ｋ。抗凝全血标本（受检

照相，照片采用ＬＥＩＣＡ Ｑ－５００１Ｗ图像分析处理系

前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签署志愿接受医

统进行分析，采用目的基因与内参对照的积分光密

学实验知情同意书）。

度比值表示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

１．２

ＬＢＰＬｅｕ４３６－－－，Ｐｈｅ及ｃＤｌ４ Ｃ－１５９Ｔ基因多态

１．４

ＧＣＣ ＧＣＴ ＧＴＧ ＴＡＧ ＧＡＡ ＡＧＡ－
ＣＣＴ ＣＧＡ ＧＣＧ ＴＣＡ ＧＴＴ

ＡＡＴ

ＧＴＣ

ＣＡ＿３’，反义链

ＡＣＧ

ＣＡＣ

ＧＡＴ

３，［”。扩增产物经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后

ＬＢＰ及ｓＣＤｌ４蛋白水平检测采用酶联免疫

性分析（１）基因组ＤＮＡ的提取：采用北京赛百盛

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烧伤患者血清ＬＢＰ及可溶

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的ＵｌｔｒａＰｕｒｅＴＭ基因组ＤＮＡ提

性ＣＤｌ４（ｓＣＤｌ４）浓度。所用人ＬＢＰ ＥＬＩＳＡ检测试

纯试剂盒，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２）ＬＢＰ

剂盒（荷兰，Ｈｂｔ公司），灵敏度为ｌ＃ｇ／Ｉ．，人ｓＣＤｌ４

Ｌｅｕ４３６一Ｐｈｅ基因多态性分析“］：Ｉ。ＢＰ基因ＰＣＲ扩

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盒（德国ＩＢＬ公司产品），灵敏度为

增的正向引物为５０ＴＣＣ

０．２４．ｕｇ／Ｌ。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计算

ＴＣＣ ＴＴＡ ＡＧＧ

ＴＣＡ ＡＣＴ

ＡＴ７Ｆ ＡＣＡ

ＣＣ－３’，反向引物为５’－Ｔ３’Ｔ

ＣＣＴ

出标准曲线回归方程，将样品光密度值代入标准曲

ＣＣＡ ＧＡＣ ＡＧＣ ＡＧＴ ＧＴＴ ＣＡＣ一３’。ＰＣＲ反应条

线，并乘以相应的稀释倍数，计算出样品的含量。

件为：９５℃预变性１．５ｒａｉｎ，然后９３℃２０ｓ，５６℃３０ｓ

１．５统计学处理观察指标以平均值土标准差（ｆ

和７２℃３０ｓ，３５个循环后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ＰＣＲ反

士５）表示，采用ＳＰＳＳｌｌ．０统计软件进行ｘ２检验、ｔ

应产物为１０２ｂｐ。取６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Ｐ ｄ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ｐ１

ＰＣＲ产物与限制性核酸

内切酶Ｓｔｕ Ｉ（购自美国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于３７℃温
育４ ｈ。Ｐｈｅ４３６纯合子产生７８ｂｐ和２４ｂｐ两个片

意义。
２结果

段＃杂合子产生１０２ｂｐ，７８ｂｐ和２４ｂｐ三个片段；
ＣＤｌ４—１５９位点基因多态性的分布

１１８例健

Ｌｅｕ４３６纯合子只有１０２ｂｐ一个片段。酶切产物于

２．１

４％琼脂糖凝胶电泳，溴化乙锭染色，紫外灯下判定

康献血员中４０例为Ｔ等位基因纯合子，６２例为ＴＣ

结果。取４０份ＤＮＡ样本测序，进行基因型验证。

杂合子，Ｃ等位基因纯合子有１６例。２６例烧伤患

Ｃ－１５９Ｔ基因多态性分析ｏ］：ＣＤｌ４基因启

者检出８例ＴＴ纯合子，１４例ＴＣ杂合子，４例ＣＣ

（３）ＣＤｌ４

动子ＰＣＲ扩增的正向引物为５’＿ＴＧＣＣＡＧＧＡＧＡ—

纯台子。ＤＮＡ测序结果见图１、２。

ＣＡｃＡＧＡＡＣＣＣ－３’，反向引物为５，＿ＴＧＴＣＡＴＴＣＡ

２．２

ＧＴＴＣＣＣＴＣＣＴＣ一３’。ＰＣＲ反应条件为：９６℃预变

例健康献血员中，检出Ｐｈｅ４３６纯合子１０４例，杂合

性３

子１４例，未检出Ｌｅｕ４３６纯合子。２６倒烧伤患者中

ｍｉｎ，然后９６℃４０ ｓ，５６℃４０ ｓ和７２℃５０ 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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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ｕ４３６一Ｐｈｅ基因多态性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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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ｔ

２００７

Ｖｏｌ

６

Ｎｏ ５

从左至右依次为ＴＴ、ＴＣ、ＣＣ基固型反方向（３’一５’）ＤＮＡ序列
圈１

ＣＤｌ４基因测序结果

从左至右依次为Ｐｈｅ／Ｐｈｅ（ｔｔｃ／ｔｔｅ）及Ｐｈｅ／Ｌｅｕ（ｔｔｅ／ｃｔｃ）基因型反方向（３’一５’）ＤＮＡ序列
国２

ＬＢＰ基因测序结果

只有１例为杂合子，其余均为Ｐｈｅ４３６纯合子。
２．３

ＬＢＰ

Ｐｈｅ４３６ＬｅＬｌ基因多态性对ＣＤｌ４ｍＲＮＡ

２．５烧伤患者ＣＤｌ４ ｃ－１５９Ｔ基因多态性对ＬＢＰ
浓度的影响ＣＤ］４－１５９位点三种基因型ＬＢＰ浓度

全血细胞体外培养，

到达峰值及持续时间有所不同。ＴＴ及ＴＣ基因型

ＬＰＳ刺激组及未刺激组，在ＣＤｌ４—１５９位点基因型

于伤后第３天即达到较高水平，并且一直持续至伤

相同的情况下，ＬＢＰ Ｐｈｅ４３６Ｌｅｕ基因多态性对

后３周之后，而ＣＣ纯合子第７天才明显升高，仅持

ｍＲＮＡ表达及ｓＣＤ］４水平均无明显影响

续了２周时间便明显下降。其中伤后第３天和第

表达及ｓＣＤｌ４琅度的影响

ＣＤｌ４

（Ｐ＞０．０５，表１，２）。
２．４

ＣＤｌ４（２－１５９Ｔ基因多态性对ＬＢＰ浓度的影响

２１天，ＴＴ纯合子患者血浆ＬＢＰ浓度明显高于ＣＣ
纯合子（尸＜Ｏ．０５，表４）。

全血细胞体外培养，ＬＰＳ刺激组及未刺激组，

２．６烧伤患者血浆ＬＢＰ浓度与预后的关系伤后

Ｃ－１５９Ｔ基因多态性对ＬＢＰ浓度影响均不明

３周内死亡患者ＬＢＰ浓度均高于存活患者，其中伤

ＣＤｌ４

显（Ｐ）－０．０５，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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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第１４、２１天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Ｃ０．０５，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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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ｔ ２００７Ｖｏｌ ６

Ｎ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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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１

０．８６９土０．１５７

０．９５９士０．０１０

０．９２５士０．２０７

０．９３６±０．２３３

０．８９０士０．１３５

０．７１３土０．０００

组２

１－４１３土０．２０９

１．６２６ｄ＿０．２５７

１，４０８：Ｌ０．２０１

１．４６１士０．２３４

１．２３６±０．３０３

１，１５２士０，０００

襄３全血细胞体外培养ＣＤｌ４Ｃ－１５９Ｔ基因多态性对ＬＢＰ浓度的影响（ｍｇ／Ｌ，ｆ士ｓ

注：与ＣＣ基因型相应时间比较，＋Ｐ＜Ｏ．０５
裹５

ＬＢＰ浓度与烧伤预后的关系（ｍｇ／Ｌ，ｆ士ｓ）

注：与存活组相应时问比较，‘Ｐ＜ｏ．０５

３讨论

前尚不清楚。本组资料中，体外全血培养实验证实
ＬＢＰ

Ｐｈｅ４３６Ｌｅｕ多态性与ＣＤｌ４ ｍＲＮＡ表达及

脓毒症及ＭＯＤＳ的发生与糖尿病、哮喘或高血

ｓＣＤｌ４水平无关，而且ＣＤｌ４ Ｃ－１５９Ｔ多态性也未明

压等常见多基因疾病相似，不遵循盂德尔遗传表

显影响ＬＢＰ浓度。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上述结果很

型——基因型的规律，难以用一般的家系遗传连锁

可能与ＬＢＰ浓度在体外ＬＰＳ刺激组与未刺激组并

分析取得突破，而受到多基因调控。多基因疾病是

未发生显著变化有关。虽然有研究表明，ＬＢＰ除主

由多个微效基因的累加作用和某些环境因子作用所

要由肝细胞合成外，少部分可在肝外组织（如肺、肠、

致，其发生和发展是多基因或多通路问平衡失调的

肾等）合成ｏ］，但尚未见在白细胞中合成的相关报

结果。因此，脓毒症和ＭＯＤＳ的发生与其调节通路

道，并且笔者体外实验结果也证实了白细胞中ＬＢＰ

中候选基因的相互作用以及炎症反应的网络调控密

ｍＲＮＡ表达为阴性“］。因此体外细胞培养只能反

不可分［”。

映ＬＢＰ生理浓度时ＬＢＰ Ｐｈｅ４３６Ｌｅｕ多态性与

ＬＰＳ作为革兰阴性菌内毒素的主要成分及致

ＣＤｌ４

ｍＲＮＡ表达及ｓＣＤｌ４水平无关，ＣＤｌ４

Ｃ一

病因子，系脓毒症及ＭＯＤＳ的重要诱发因素。由于

１５９Ｔ基因多态性对ＬＢＰ浓度没有明显影响也只能

ＬＢＰ与ＣＤｌ４在ＬＰＳ诱导的信号通路中存在密切

反映ＬＰＳ未刺激组的状况。

联系。ＬＢＰ Ｐｈｅ４３６Ｌｅｕ与ＣＤｌ４ Ｃ一１５９Ｔ基因多态性

鉴于体外实验的缺陷，笔者进一步以大面积烧

是否分别对ＣＤｌ４以及ＬＢＰ表达产生交互影响，目

伤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ＣＤｌ４—１５９位点基因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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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ｔ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８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ＭｕｌｔＯｒｇａｎＤｉｓＥｌｄｅｒｌｙ

ＬＢＰ血浆浓度之间的关系。由于２６例烧伤患者中

［４］Ｈｕｂａｅｅｋ ＪＡ，Ｓｔｕｂｅｒ

子，因此暂不能用以分析ＬＢＰ Ｐｈｅ４３６Ｌｅｕ多态性对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ｅｃｈａｒｉｄ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ＣＤｌ４表达的影响。本临床观察显示，烧伤后第３、

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予，且峰值持续时间较长。因此ＣＤｌ４—１５９位点多

Ｅ５３

刺激人ＨｅｐＧ２细胞，第１天ＬＢＰ的合成量高于基

ｓｅｐｓｉｓ ｌＹ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ｏ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ｅｐｓｉｓ．Ｃｒｉｔ

Ｍｅｄ。２００１，２９：５５７—５６１．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Ｄｌ４ １０ＣＵＳ ａｎｄ

ｓｅｐｔ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合成受到白细胞介素一６（１Ｉ．～６）水平的调节，用ＩＬ－６

５

Ｇｉｂｏｔ Ｓ，Ｃａｆｉｏｕ Ａ，Ｄｒｏｕｅｔ Ｌ．ｅｔ ａ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态性可能间接影响ＬＢＰ蛋白浓度。据报道，ＬＢＰ的

６ Ｎｏ

Ｆ．Ｆｒｏｈｌｉｅｈ Ｄ，ｅｔ ａ１．Ｇｅｎｅ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仅１例为Ｐｈｅ／Ｌｅｕ杂合子，其余均为Ｐｈｅ／Ｐｈｅ纯合

２１天，ＴＴ基因型患者ＬＢＰ浓度明显高于ＣＣ纯合

Ｖｏ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ｃｉｄａｌ／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２００２，３０：９６９－９７３．

［６］Ｃａｒｌｏ

Ｅ，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ＩＭ，Ｂｒａｎｄｗｅｉｎ ＳＬ，ｅｔ ａ１．Ｌｉｐｏｐｏ—

础值ｌｏ倍，第２天高于１００倍‘”］。笔者既往研究

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ｉｎ－

发现，ＣＤｌ４ Ｃ一１５９Ｔ基因多态性不仅与ＣＤｌ４表达

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明显高于ＣＣ纯合子““。可以推测，ｃＤｌ４

［７］Ｄｅ Ｗａａｌ Ｍａｌｅｆｙｔ Ｒ，Ａｂｒａｍｓ Ｊ，Ｂｅｎｎｅｔｔ
ｌｅｕｋｉｎ

Ｃ一１５９Ｔ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ｓ．Ｊ Ｅｘｐ Ｍｅｄ，１９９１，１７４：１２０９一１２２０．

［８３

ＬＢＰ。升高的ＬＢＰ与ＣＤｌ４相互作用，实现对Ｉ。ＰＳ
刺激的增敏效应，由此信号通路的正反馈调节对炎

［９３

是血中ｓＣＤｌ４、肿瘤坏死因子一ａ（ｔｕｍｏｒ

对ＣＤｌ４表达及炎症介质平衡的影响．中国急救复苏
与灾害医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３２ ８５．

［１２］姚咏明，柴家科，林洪远，主编．现代脓毒症理论与实

征患者可蒋性脂多糖受体ＣＤｌ４的变化．中华外科杂
志，１９９８，３６：６６８—６７０．

［１４３

对全血培养ＣＤｌ４表达的影响．中华外科杂志，２００５，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

ａ１．Ｔｕｍｏｕｒ

ｎｅｃｒｏ—

ｆａｃｔｏｒ（ＴＮＦ）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ＴＮＦ－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ＬＰＳ）一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ｗｈｏｌｅ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ｈｕｍ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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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１５３

Ｉｍｍｕｎｏｌ，１９９８，１１３：４０１—４０６．

ａｔ

Ｔｒａｕｍａ，２００１，５０：８１０—８１６．

Ｉｓｍａｉｌ Ｎ．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ＨＬ。Ｗａｌｋｅｒ ＤＨ．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４３：１０２４—１０２７，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Ｃａｒｒｉｌｌｏ ＥＨ，Ｇｏｒｄｏｎ Ｌ．Ｇｏｏｄｅ Ｅ，ｅｔ ａ１．Ｅａｒｌｙ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ＣＤｌ４ ｍａｙ ｈｅｌｐ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ｒａｕｍ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Ｅ２］蔺静，姚咏明，黄志红，等．ＣＤｌ４—１５９Ｃ／Ｔ基因多态性

ｉｎ

ｈｅｐａｔｏｍａ ｃｅｉｌｓ．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

１９９４，２６９：８４７７—８４８２．

杂志，２００５，２２：１４２５—１４２６，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ｐＧ２

［１３］姚咏明，于燕，吴叶，等烧伤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

多态性对ＬＢＰ及细胞因子诱生的影响．中华实验外科

ａｌｐｈ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ｐ—

［１１］蔺静，姚咏明，威力明，等．ＣＤｌ４—１５９ Ｃ／Ｔ基因多态性

Ｅｌｉ蔺静，姚咏明。成力明，等脂多糖结合蛋白（Ｉ．ＢＰ）基因

Ｅ，Ｆｒａｎｃｈｉｍｏｎｔ Ｄ，Ｐｉｒｏｎ Ａ，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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