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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早发重度子痫前期、
HELLP 综合征及抗磷脂
综合征对胎盘滋养细胞 LCHAD 基因
甲基化的影响及其与基因 mRNA
表达相关性的研究
孟然 杨孜 王海玲 韩怡炜 王雁玲 于欢
【摘要】 目的

探讨早发重度子痫前期、HELLP 综合征及抗磷脂综合征（APS）对胎盘滋养细胞

线粒体长链 3-羟基酰基辅酶 A 脱氢酶（LCHAD）基因甲基化程度的影响及其与基因 mRNA 表达的相
关性。方法

采集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前检查及住院治疗的病理妊娠孕

妇的血清，其中早发重度子痫前期 14 例（子痫前期组）、HELLP 综合征 12 例（HELLP 组）及 APS 14 例

（APS 组）为病理妊娠组，以正常妊娠的 14 例孕妇的血清为对照（对照组）；原代绒毛滋养细胞来自于
2014 年 3 月至 8 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自愿要求人工流产、胚胎正常、无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妇女

40 例的绒毛组织。在体外培养原代绒毛滋养细胞和永久性滋养细胞系 HTR-8/Svneo 细胞，分别加入
相同浓度（10%）的 4 组孕妇的血清，孵育 24 h 后收集各组滋养细胞。
（1）采用在线生物信息学预测软
件（MethPrimer 软件）预测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二核苷酸胞嘧啶（CpG）岛甲基化位点的数

量及位置；
（2）通过 MassARRAY 甲基化 DNA 定量分析平台检测 4 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
区各位点的甲基化程度；
（3）采用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RT）-PCR 技术检测 4 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mRNA 的表达水平；
（4）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对 4 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各位点的甲基
化程度与 LCHAD mRNA 的表达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因原代滋养细胞和 HTR-8/Svneo 细胞

两种细胞的实验结果完全一致，故将两种细胞合并用“滋养细胞”表述。
（1）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

动子区目标 CpG 岛（长度 558 bp）中，含有 17 个胞嘧啶鸟嘌呤（CG）位点，获得其中 11 个（11/17）位点的

甲基化程度，其位置分别为：-984、-960、-899、-853、-811、-796、-774、-727、-615、-595、-579 位点，
其中-899、-796 及-774 位点为复合位点（含有 2 个及以上 CG 序列），另外 8 个为单独位点（含有 1 个

CG 序列）。
（2）病理妊娠组滋养细胞中甲基化程度较高的位点为-899、-853、-615 及-595 位点，子痫前
期组、HELLP 组-899、-853 及-615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子痫前期组-853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明显高于 HELLP 组（P<0.05）；HELLP 组、APS 组及对照组-595 位点均呈无甲基化
状态，分别与子痫前期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3）子痫前期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mRNA 的表达水平为 0.048±0.005，HELLP 组为 0.045±0.006，APS 组为 0.044±0.004，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的 0.076±0.009（P<0.01）。
（4）子痫前期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899、-853、-727、-615 及-

579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与基因 mRNA 的表达水平均呈明显负相关（P<0.05）；HELLP 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899、-853、-615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与基因 mRNA 的表达水平均呈明显负相关

（P<0.05）；而 APS 和对照组滋养细胞中两者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结论

早发重度子痫前期、

HELLP 综合征、APS 对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的甲基化修饰存在差异，早发重度子痫前期、
HELLP 综合征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修饰程度明显升高，并与 LCHAD mRNA 表达
水平呈明显负相关性，
进一步揭示了长链脂肪酸氧化改变在不同病理妊娠中的分子学基础。

【关键词】 先兆子痫； HELLP 综合征； 抗磷脂综合征； 长链 3-羟酰 CoA 脱氢酶； 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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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By detecting the DNA methyl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of long- chain
3-hydroxyacyl CoA dehydrogenase (LCHAD) in trophoblast cells,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f DNA methyl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in early-onset preeclampsia (EPE), hemolysis, elevated liver enzymes, and low platelets
(HELLP) syndrome and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APS), to investigate the molecular basis of long- chain
fatty acid oxidation changes in different preeclampsia and pathological pregnancy. Methods Primary
human cytotrophoblast cells and HTR8/Svneo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serum from patients with EPE
(14 cases), HELLP (12 cases), APS (14 cases), and normal pregnant women (NP, 14 cases). The methylation
level of LCHAD gene promoter region through the MassARRAY platform and mRNA expression level by
real-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 technique were conducted. Results (1) Cytosine-phosphate-guanine
（CpG）sites in human LCHAD DNA promoter region: CpG sites were detected in the range of 558 bp before
LCHAD gene transcription start site, the detected CpG sites were 11 sites including 8 single sites and
3 complex sites. The position of these sites were at -984, -960, -899, -853, -811, -796, -774, -727, -615,
-595, -579 respectively. (2) The sites of -899, -853, -615 and -595 showed increased methylation level in
EPE and HELLP groups. The methylation level at - 899, - 853 and - 615 sites in EPE and HELLP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P group（P<0.01）. The methylation level at -853 site was higher in
EPE group than that in HELLP group（P<0.05）. The -595 site showed the unmethylated in EPE, HELLP
and APS groups.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3 groups and EPE group（P<0.01）. (3) The
gene expression of LCHAD mRNA in EPE（0.048±0.005）, HELLP（0.045±0.006）and APS（0.044±0.004）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NP group（0.076±0.009；P<0.01）. (4) The correlation of methylation
level and gene expression in all groups: the methylation level at - 899, - 853, - 727, - 615 and - 579 sit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ne mRNA expression in EPE group（P<0.05）. The methylation level at
- 899, - 853 and - 615 site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ne mRNA expression in HELLP group（P<
0.05）. Conclusions The variation of LCHAD DNA methylation of trophoblast cells are found among EPE,
HELLP syndrome and APS. The different correlation of LCHAD DNA methyl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are
different in pathological groups. LCHAD DNA methylation of EPE and HELLP syndrome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LCHAD gene mRNA expression. These results further revealed the
molecular basis of long-chain fatty acid oxidation in different preeclampsia and pathological pregnancy.
【Key words】 Pre-eclampsia； HELLP syndrome；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 Long
chain-3-hydroxyacyl-CoA dehydrogenase； Trophoblasts； DNA methylation； Gene expression
Fund program：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81370723）；Beijing Municipal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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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链 3- 羟 基 酰 基 辅 酶 A 脱 氢 酶（long-chain

3-hydroxyacyl CoA dehydrogenase，LCHAD）是 线 粒

相同[4]；不同类型的子痫前期脂肪酸氧化代谢的异
常程度也不相同[5]。国外研究和本课题组的前期研

体内长链脂肪酸β氧化循环的重要限速酶，妊娠期

究发现，在某些重度子痫前期及其他病理妊娠中，

胎盘、肝等重要器官的病理性改变，与妊娠期急性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可明显降低 [1,6-7]，这种

胎盘组织中 LCHAD 表达水平或活性降低可以引起
脂肪肝、HELLP 综合征及子痫前期（尤其早发子
[1-2]

痫 前 期）的 发 病 有 关 。 某 些 抗 磷 脂 综 合 征

（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孕妇孕期可以发
生子痫前期，或伴发 HELLP 综合征 。近期研究发
[3]

现，子痫前期、HELLP 综合征、APS 孕妇脂肪酸氧化

代谢的异常程度、滋养细胞中脂质的沉积水平并不

无论有或无遗传性 LCHAD 基因缺陷，LCHAD 基因

变化是否存在表观遗传学对基因表达的影响目前
尚不清楚。DNA 甲基化是表观遗传学的重要研究
内容之一，涉及基因表达的调控。有研究显示，长

链脂肪酸的堆积可影响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的

甲基化程度，从而可能影响该基因的表达[8]，在此研
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检测早发重度子痫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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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P 综 合 征 及 APS 孕 妇 的 胎 盘 滋 养 细 胞 中

本置于含有促凝剂和分离胶的试管内，2 500 r/min

比较这 3 种不同病理妊娠状态对脂肪酸氧化代谢

灭活补体，用 0.22 μm 醋酸纤维膜过滤器过滤除

LCHAD 基因的甲基化程度及 mRNA 的表达水平，

离心 15 min，离心半径 6 cm，56 ℃恒温水浴 30 min

影响的差异，以及其甲基化程度与 LCHAD mRNA

菌，-80 ℃储存用于处理滋养细胞。

3. 原代滋养细胞：
收集2014年3月至8月在北京

表达的相关性，为临床预防和诊治不同的病理妊娠
提供理论依据。

大学第三医院产科门诊自愿要求人工流产、胚胎正

常、无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妇女（40 例）的绒毛组
资料与方法

织，孕妇年龄（25.6±0.3）岁，孕（7.1±0.4）周，孕周根

据末次月经的日期、B 超检查及病理切片综合分析

一、资料来源

确定。绒毛组织通过负压吸引术获得，置于无菌生

1. 观察对象：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在

理盐水中保存。采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计划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产前检查及住院治疗的病理妊

生育生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关于原代细胞滋

娠孕妇，其中早发重度子痫前期 14 例（子痫前期

养层细胞（CTB）的分离方法[10]处理绒毛组织，得到

组）、HELLP 综 合 征 12 例（HELLP 组）、APS 14 例

原代滋养细胞。

（APS 组）为病理妊娠组，以正常妊娠的 14 例孕妇

4. 永久性滋养细胞系 HTR-8/Svneo 细胞：由加

拿 大 Queen′ s University 解 剖 细 胞 生 物 学 系 C.H.

作为对照（对照组）。

Graham 博士赠予。

[9]

诊断标准 ：
（1）早发重度子痫前期：发生于妊

娠 20～32 周的重度子痫前期，血压≥160/110 mmHg

二、方法

（1 mmHg=0.133 kPa），尿蛋白>2.0 g/24 h 或≥2+，持

1. 滋养细胞的培养及处理：
（1）原代滋养细胞

续性头痛或视觉障碍、上腹疼痛。
（2）HELLP 综合

的培养及鉴定：机械法分离绒毛，贴壁法纯化滋养

氢酶（LDH）>5.01 μmol·s ·L ，丙氨酸氨基转移

角蛋白 7（CK 7）表达阳性，波形蛋白 9（V9）表达阴

细胞后继续传代培养。采用免疫荧光法观察细胞

征：在早发重度子痫前期基础上出现溶血，乳酸脱
-1

-1

酶 >70 U/L，血小板计数<100×10 /L。
（3）APS：检查
9

性，荧光显微镜下观察显示细胞质中有红色荧光，

时间间隔 6 周，连续≥2 次，抗心磷脂抗体（aCL）IgG

细胞核经 4′,6-二脒基-2-苯基吲哚盐酸（DAPI）染色

和（或）IgM 型抗体阳性。

后为蓝色，由此判定为滋养细胞。
（2）HTR-8/Svneo

4 组孕妇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见表 1。各组孕

细胞的培养：细胞自液氮中取出复苏后，培养于含
10% 胎 牛 血 清（FBS）的 RPMI 1640 培 养 基 中 ，于

妇均为自然受孕的单胎妊娠，无原发性慢性高血压

37 ℃、5%CO2 的细胞培养箱中孵育，每 3 天按 1∶5

病、肝肾疾病及其他内外科合并症，无胎死宫内、胎

传代。
（3）滋养细胞（包括 HTR-8/Svneo 细胞和原代

儿染色体疾病史。

滋养细胞）的处理：滋养细胞密度为 0.3×109 个/L，

本研究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伦理委员会的

批准（批准号：IRB00006761-2012035），所有患者在

按每孔 2 ml 接种于 6 孔板中，孵育 24 h，至贴壁生

采集标本时均充分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长；各孔分别加入相同浓度（10%）的子痫前期组、

2. 血清标本：4 组孕妇抽取静脉血后，血液标

HELLP 组、APS 组、对照组孕妇的血清，孵育 24 h，

表 1 各组孕妇一般临床资料的比较（xˉ ± s）
组别
子痫前期组
HELLP 组
APS 组

对照组
F值

例数

年龄（岁）

采血孕周
（周）

分娩孕周

体质指数
2

（周）

（kg/m ）

14

31.4±2.6a

31.6±3.0a

32.7±2.4b

31.5±1.1a

14

31.5±2.5a

29.7±1.9a

38.3±2.1a

30.1±1.2a

1.162

73.170

12

30.2±3.1

a

14

30.6±1.3
0.205

30.7±2.6

a

29.6±2.2

0.783

P值

0.386

31.7±2.5

b

38.8±2.7
0.000

血压（mmHg）
收缩压

舒张压

（g/24 h）

170±12b

116±12b

7.0±1.7b

27±7a

80±4a

0.1±0.0a

113.960

67.608

175±9

30.6±1.1

119±7

1.992
0.156

b

124±8a
51.040

0.000

119±6

b

77±4

b

c

0.000

酶（U/ml）

7.9±1.6

116±17

0.0±0.0

24±3

0.000

0.001

b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P<0.01，P<0.05；
1 mmHg=0.133 kPa；
HELLP：HELLP 综合征；
APS：
抗磷脂综合征
a

丙氨酸
氨基转移

31.4±0.9

a

尿蛋白

24±4a

9.068

b

血肌酐
（mg/dl）
0.26±0.11a

2.38±0.76b

0.36±0.08a

0.36±0.07
34.2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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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各组滋养细胞。

100%；甲基化程度<10%为低甲基化，甲基化程度

剂盒[购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提取滋养

全甲基化。

2. 滋养细胞总 DNA 的提取：使用 DNA 提取试

细胞总 DNA，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每份

10%～<100%为高甲基化，甲基化程度=100%为完

5. 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PCR 技术检测 4 组滋

DNA 样品总质量为 1～3 μg，浓度>50 ng/μl，吸光度

养细胞 LCHAD mRNA 的表达：用 TRIzol 试剂提取

3. 滋养细胞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二核苷酸胞

cDNA。引物及探针由英潍捷基(上海)贸易有限公

（A）值为 1.8～2.0，置于-20 ℃保存。

嘧 啶 岛 甲 基 化 位 点 的 数 量 及 位 置 的 预 测 ：人

LCHAD 基因（又称 HADHA、MIM600890 基因）位于

2 号染色体短臂 2 区 3 带（2p23），本研究首先依据
美 国 国 立 生 物 技 术 信 息 中 心（NCBI）建 立 的
Genbank 数 据 库（http://www.ncbi.nlm.nih.gov/gene/

3030）获取 LCHAD 基因转录起始位点上游 2 000 bp

区域的序列，将该序列拷贝到在线生物信息学预测
软 件（MethPrimer 软 件 ；http://www.protocol-online.

org/biology-forums/posts/4589.html）预 测 滋 养 细 胞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二核苷酸胞嘧啶（CpG）岛甲

基化位点的数量及位置，参数设置为：胞嘧啶鸟嘌
呤（CG）含量>55%，CpG 的观察值（ObsCpG）/CpG
的预期值（ExpCpG）的比值>0.60，长度>200 bp。

4 组滋养细胞的总 RNA，逆转录（RT）合成相应的
司提供，以磷酸甘油醛脱氢酶（GAPDH）为内参照
基因。LCHAD基因的引物序列，
上游：
5′-TTTGCTGA

CCAGAACCCAT-3′，下游：5′-AGATAAGGACGGCA

CTTC-3′ ；GAPDH 基 因 的 引 物 序 列 ，上 游 ：
5′-AACAGCGACACCCACTCCTC-3′，下游：为 5′-CA

TACCAGGAAATGAGCTTGACAA-3′。PCR 扩增条

件：95 ℃ 2 min，94 ℃ 15 s，57 ℃ 30 s，共 40 个循环，
在每次循环末获取荧光信号。反应完成后
LightCycler 480 软件自动输出每个 cDNA 样品的扩

增 曲 线 及 循 环 阈 值（Ct 值），采 用 2-ΔΔCt 方 法 计 算
LCHAD mRNA 的相对表达水平。
三、统计学方法

采用 GraphPad Prism 6.05 及 SPSS 17.0 软件进

4. MassARRAY 甲基化 DNA 定量分析平台检

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 xˉ ± s表示，两组间比较

基化程度：采用美国 Sequenom 公司在线设计软件

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以 P<0.05 为差异

测 4 组滋养细胞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各位点的甲
（Epidesigner 软件；http://epidesigner.com）针对预测

的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 CpG 岛序列设计引物并扩
增，
引物序列：
5′端：
AGTTGTAGTTAGGATAGTGAT
TTGGA，3′端：CAACTACCATACAATAAAAAACTC

TTCA，序列长度为 558 bp，起止为-548～-1 105，

采用 t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相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因本研究中原代滋养细胞和 HTR-8/Svneo 细

覆盖 17 个 CG 位点。A 值检测及凝胶电泳检测 DNA

胞两种细胞的实验结果完全一致，故将两种细胞合

DNA，未发生甲基化的胞嘧啶被转化为尿嘧啶，而

一、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 CpG 岛

样品的浓度及纯度均合格，亚硫酸氢钠处理并标化

并用
“滋养细胞”表述。

甲基化的胞嘧啶不变。对标化后的 DNA 进行 PCR

甲基化位点的数量及位置的预测结果

扩增，PCR 反应体系 5 μl，包含 0.5 μl 缓冲液、0.04

μl PCR 扩 增 酶 、500 μmol/L 三 磷 酸 脱 氧 核 苷

（dNTP）0.04 μl、200 nmol/L 上下游引物各 0.1 μl 和

1 μl 模 板 。 PCR 扩 增 条 件 ：94 ℃ 预 变 性 4 min；

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目标 CpG 岛

（长度 558 bp）中，
含有 17 个 CG 位点，
获得其中 11 个

（11/17）位 点 的 甲 基 化 程 度 ，其 位 置 分 别 为 ：
-984、-960、-899、-853、-811、-796、-774、-727、

94 ℃ 20 s，56 ℃ 30 s，72 ℃ 1 min，共 45 个 循 环 ；

-615、-595、-579 位点，其中-899、-796 及-774 位

之后进行虾碱性磷酸酶（SAP）处理和转录及酶切

为含有 1 个 CG 序列的单独位点。见图 1。

72 ℃延伸 3 min。取 1 μl PCR 引物进行电泳鉴定。
反应，在 MassARRAY 甲基化 DNA 定量分析平台

（美国 Sequenom 公司产品）上进行芯片点样和质谱
分析，输出分型图和基因分型数据，通过生物信息
分析得到每个基因位点的甲基化浓度，甲基化程度

（%）=甲基化浓度/（未甲基化浓度+甲基化浓度）×

点为含有 2 个及以上 CG 序列的复合位点，另外 8 个
二、4 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各

CG 位点甲基化程度的比较

1. -899、-853、-615、-595 位点：子痫前期组

-899、-853、-615、-595 位点均呈高甲基化状态，
HELLP 组-899、-853 及-615 位点呈高甲基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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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病理妊娠组高甲基化状态

的 CG 位点甲基化程度的比较：子痫
前期组、HELLP 组-899、-853 及-615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均明显高于 APS

组（P<0.01）；子痫前期组-853 位点
的 甲 基 化 程 度 明 显 高 于 HELLP 组

注：LCHAD：长链 3-羟基酰基辅酶 A 脱氢酶；
CG：
胞嘧啶鸟嘌呤；
CpG：
二核苷酸胞嘧啶
图1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待检测 CpG 岛的长度及位置

HELLP 组、APS 组、对照组-595 位点均呈无甲基化

（P<0.05）；子痫前期组-899、-615 位

点的甲基化程度分别与 HELLP 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子

痫前期组-595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明显高于 HELLP

状态。-899、-853、-615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子痫

组、APS 组（P<0.01）；而 HELLP 组与 APS 组比较，差

前期组、HELLP 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而

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图 4。

APS 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

三、4 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mRNA 表达的比较

0.05）。-595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子痫前期组明显

子痫前期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mRNA 的表达

高于对照组（P<0.01）。见表2，
图2，
3。

水平为 0.048±0.005，HELLP 组为 0.045±0.006，APS

-727、-579 位点均呈低甲基化或无甲基化状态。-

0.009，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2. -984、
-774、
-727、
-579位点：
4组 -984 、-774 、

组 为 0.044 ± 0.004，均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的 0.076 ±

984、-774、-727、-579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子痫前

而子痫前期组、HELLP 组、APS 组之间两两比较，差

期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而 APS 组与对照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 5。

四、4 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各位

组比较，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P>0.05）。HELLP

点甲基化程度与基因 mRNA 表达水平的相关性

组-774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而-984、-727 及-579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分

1.子痫前期组：子痫前期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899、-853、-727、-615、-579 位点的

别 与 对 照 组 比 较 ，差 异 则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P>
0.05）。见表 2。

甲基化程度与 LCHAD mRNA 的表达水平均呈明显

3. -960、-811、-796 位点：4 组-960、-811 位点

负相关（P<0.05）；-984、-960、-811、-774、-595 位点

均 呈 低 甲 基 化 状 态 ，- 796 位 点 均 呈 无 甲 基 化 状

的甲基化程度与 LCHAD mRNA 的表达水平也均呈

态。-960、-811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子痫前期组、

负相关，但无显著性相关关系（P>0.05）。见表 3。

HELLP 组、APS 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

2. HELLP 组：HELLP 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

因启动子区-899、-853、-615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与

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各 CG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在 4 组孕妇中的比较（%，xˉ ± s）

CG 位点

子痫前期组

-984
-899

-960

（n=14）

APS 组

（n=14）

（n=14）

5.22±2.94a

0.10±0.10

0.21±0.32

0.00±0.10

12.49±5.70 a

14.92±6.18 a

3.02±2.72

3.91±2.13

4.08±1.67

5.41±3.00

1.95±1.69

13.83±4.33

-796

0

ab

2.90±2.21

11.41±2.36
0

2.08±1.21
4.74±1.85
0

4.92±2.39

-615

17.79±5.56 a

18.57±4.31 a

3.20±1.69

-579

6.09±2.32 a

0

0

-595

a

5.52±2.61 a

10.24±4.53

a

1.25±1.10

a

1.13±0.78

-774
-727

对照组

（n=12）

-853
-811

HELLP 组

0.44±0.25
0

a

0
0
0

1.52±1.54
1.43±1.34
4.91±1.52
0
0

0.20±0.20
2.74±1.42
0

0.41±0.32

b
注：a 与对照组比较，P＜0.05；
与 HELLP 组比较，P＜0.05；
LCHAD：长链 3-羟基酰基辅酶 A 脱氢酶；
CG：胞嘧啶鸟嘌呤；
HELLP：HELLP 综合

征；
APS：抗磷脂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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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可以是子痫前期的并
发症，也可以发生在无子痫前
期情形下。近年来的研究发
现 ，某 些 子 痫 前 期 及 某 些
HELLP 综合征的发病与脂肪

酸氧化代谢和脂代谢异常有
关。LCHAD 是脂肪酸氧化代
谢的重要限速酶，LCHAD 基

因位于细胞线粒体三功能蛋

注：a：
表示未甲基化峰，
b：
表示甲基化峰
图2

子痫前期组长链 3-羟基酰基辅酶 A 脱氢酶（LCHAD）基因启动子区 4 个高甲基化位点的质

谱分析图

2A：-899 位点

2B：
-853 位点

2C：
-615 位点

2D：
-595 位点

LCHAD mRNA 表 达 水 平 均 呈 明 显 负 相 关（P<

0.05）；-960、-811、-774 位点与 LCHAD mRNA 的
表达水平也均呈负相关，但无显著性相关关系（P>
0.05）。见表 3。

3. APS 组：APS 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

动子区各位点的甲基化程度与 LCHAD mRNA 的表
达水平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见表 3。

4. 对照组：对照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

动子区各位点的甲基化程度与 LCHAD mRNA 的表
达水平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见表 3。
讨

论

子痫前期是妊娠期严重的并发症之一，HELLP

白酶（mitochondrial trifunctional

protein，MTP）基 因 α 单 位 ，其

G1528C 位 点 突 变 可 以 导 致

LCHAD 基因缺陷，并与子痫前期及 HELLP 综合征
脂肪酸氧化障碍有密切关系，但是在没有 LCHAD

基因遗传缺陷的子痫前期孕妇及其胎盘组织中也
存在 LCHAD 基因表达水平下降[1,7]，提示，基因突变
不是唯一影响 LCHAD 基因表达的遗传方式，可能

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有关。不同临床特

征 的 子 痫 前 期 和 HELLP 综 合 征 胎 盘 滋 养 细 胞
LCHAD 基因表达下降的程度不同[5]，在不同途径诱

发的子痫前期样小鼠模型中 LCHAD 基因的表达也

存在差异 [11-12]。研究发现，子痫前期孕妇的胎盘组
织中 DNA 甲基化程度升高，DNA 甲基化程度与血
压升高呈正相关 [13]。Miao 和 Natarajan [14] 通过基因

芯片技术分析单核细胞的全基因组，结果发现，
HADHA 基因（即 LCHAD 基因）被组

蛋白赖氨酸甲基化修饰后基因表达
沉默，提示，DNA 甲基化在基因转录
的调控中起重要作用。DNA 甲基化

是子痫前期许多致病基因最常见的
表观遗传学修饰，大多数发生在基
因启动子区的 CpG 岛 [15]。本研究通
过预测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的 CpG

岛 ，在 LCHAD 基 因 启 动 子 区 目 标
CpG 岛（长度 558 bp）含有 17 个 CG

位点，获得了 11 个（11/17）位点的甲

基化程度，在不同病理妊娠组各位
点甲基化修饰模式不同。
本研究中，通过精确定量分析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被扩增的 CpG

岛中每个 CG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结

注：EPE：早发重度子痫前期；
HELLP：
HELLP 综合征；
APS：抗磷脂综合征；
NP：
对照
图3

3 个病理妊娠组与对照组滋养细胞长链 3-羟基酰基辅酶 A 脱氢酶（LCHAD）基因启

动子区 4 个高甲基化位点甲基化程度的比较，aP＜0.01，bP＞0.05
-853 位点

3C：-615 位点 3D：
-595 位点

3A：-899 位点

3B：

果发现，不同病理妊娠状态下 CG 位

点的甲基化程度改变不同，-899、
-853 及-615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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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胞嘧啶 C5 甲基化，重新构建 DNA
甲基化，而滋养细胞的分化与 DNA

甲基化及非甲基化状态有关 [17]。胎
盘滋养细胞中脂肪酸氧化代谢障
碍、长链脂肪酸代谢底物堆积、环境
因素变化使得基因从头甲基化反应
增加，可能与子痫前期、HELLP 综合

征发病及临床表现进展迅速有关。
与维持甲基化相对应，从头甲基化
是可逆的，子痫前期和 HELLP 综合

征在终止妊娠后病情迅速好转可能
与相关位点发生去甲基化反应有
关。本研究中，-595 位点在子痫前

注：EPE：早发重度子痫前期；
HELLP：
HELLP 综合征；
APS：抗磷脂综合征

图 4 3 个病理妊娠组滋养细胞长链 3-羟基酰基辅酶 A 脱氢酶（LCHAD）基因启动子区 4 个
高甲基化位点甲基化程度的比较
组与 APS 组比较 P<0.01

4A：-899 位点，aEPE 组与 APS 组比较 P<0.01，bHELLP

4B：-853 位点，aEPE 组与 APS 组比较 P<0.01，bHELLP 组与 APS

组比较 P<0.01，EPE 组与 HELLP 组比较 P<0.05
c

0.01，HELLP 组与 APS 组比较 P<0.01
b

比较 P<0.01

4C：-615 位点，EPE 组与 APS 组比较 P<
a

4D：-595 位点，EPE 组与 HELLP 组、APS 组分别
a

期组滋养细胞中的甲基化程度升
高，而 HELLP 组表现无甲基化，推

测，这两种疾病的脂肪酸氧化代谢
异常程度不同，因而导致 LCHAD 基

因不同位点发生不同模式的甲基化
修饰。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某些 CG 二核苷酸位点

在病理妊娠组和对照组滋养细胞中均呈现低甲基
化和（或）无甲基化状态，说明，这些位点的特定基
因效应是低甲基化和（或）无甲基化状态，即使在早

发重度子痫前期、HELLP 综合征及 APS 时仍然较为

稳定，这种现象与某些学者对其他基因甲基化的研
究结果相类似，不是所有的 CG 位点都会受到环境
因素影响从而发生甲基化修饰，与 CG 位置或 CG 位
点有无结合的启动子有关[18]。这些 CG 位点在脂肪

酸代谢异常的环境中不产生甲基化反应或产生低
注 ：EPE：早 发 重 度 子 痫 前 期 ；HELLP：

甲基化反应，因而不影响基因转录和表达。

对照

化反应有关 [19]。APS 在孕晚期发展为子痫前期的

HELLP 综 合 征 ；APS：抗 磷 脂 综 合 征 ；NP：
图5

3 个病理妊娠组与对照组滋养细胞长

链 3-羟基酰基辅酶 A 脱氢酶（LCHAD）基因
mRNA 表达水平的比较。 a3 个病理妊娠组
与对照组比较，P<0.01；b3 个病理妊娠组间
比较，P>0.05

子痫前期组和 HELLP 组均明显升高，均呈高甲基

妊娠期 APS 的发生与脂质代谢异常、脂质过氧

风险高达 50%，
严重者病情进展为 HELLP 综合征[20]。

本课题组最近研究发现，APS 与早发子痫前期、
HELLP 综合征滋养细胞的脂肪酸和脂代谢程度不

同，对滋养细胞线粒体功能影响不同[4]。本研究中，
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899、-853 及
-615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在子痫前期组和 HELLP

最新研究发现，精卵结合后，父母的表观遗传记忆

组中均明显升高，-595 位点的甲基化程度在子痫

信息（基因组 DNA 甲基化）被大规模擦除，胚胎着

基化程度均无明显改变，提示，APS 与早发重度子

化状态，而这些位点在对照组则呈低甲基化状态。

床后，基因组 DNA 重新甲基化 [16]。从头甲基化（de

novo methylation）是 1 种不依赖已有甲基化 DNA 链

的甲基化反应，在无甲基化的新位点将 DNA 链中

前期组中明显升高，而在 APS 组中上述各位点的甲
痫前期、HELLP 综合征比较，其 DNA 甲基化反应对
脂肪酸代谢异常和氧化应激的敏感性低。本课题
组的前期研究也发现，β-2 糖蛋白 1（β-2GP1）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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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孕妇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子区各 CG 位点甲基化程度与 LCHAD mRNA 表达水平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CG 位点

子痫前期组（n=14）
r值

P值

-984

-0.639

0.172

-899

-0.965

0.002

-960
-853
-811
-796

-0.604
-0.819
-0.576
-

HELLP 组（n=12）

APS 组（n=14）

r值

P值

r值

P值

r值

-

-

-

-

-

0.205

-0.554

0.146

0.508

0.661

0.046

-0.933

0.032

0.285

0.815

0.232
-

对照组（n=14）

-0.656
-0.616
-

0.007

0.009

0.084

-0.862
-

-

-

P值
-

0.663

0.337

-0.521

0.479

0.994

-0.806

0.339

0.333

-

0.667
-

-774

-0.772

0.072

-0.382

0.618

-615

-0.895

0.016

-0.884

0.041

-0.232

0.851

0.465

0.535

0.035

-

-

-

-

-

-

-727
-595
-579

-0.847
-0.711
-0.844

0.033
0.113

-

-

-

-

-

0.194

-

注：-无此项；
LCHAD：
长链 3-羟基酰基辅酶 A 脱氢酶；
CG：
胞嘧啶鸟嘌呤；
HELLP：
HELLP 综合征；
APS：
抗磷脂综合征

-

-

的子痫前期样小鼠模型中 LCHAD 基因某些位点无

研究中，APS 组滋养细胞中 LCHAD mRNA 的表达

模型中这些位点呈现高甲基化状态，可见 3 种病理

与 LCHAD mRNA 的表达水平无相关性，提示，在

甲基化修饰，而在其他途径诱导的子痫前期样小鼠
妊娠状态下 LCHAD 基因甲基化修饰模式各异，推

测其长链脂肪酸代谢通路不同，以致脂肪酸代谢异
常程度不同[4,21]。

本研究同时发现，子痫前期组与 HELLP 组滋

养细胞中 LCHAD mRNA 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与

DNA 甲 基 化 程 度 呈 负 相 关 ，尤 其 与 高 甲 基 化 的

水平下降，CG 位点均呈低甲基化状态，甲基化程度

APS 疾病中基因表达调控可能存在其他分子学机
制。从基因水平上看，有些子痫前期是遗传异质性
疾病，迄今仍不能确立子痫前期基因型-表型的关

系，而 DNA 甲基化成为研究正常胎盘和异常胎盘
新的补充方法[24]。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早 发 重 度 子 痫 前 期 与

-899、-853、-615 位点关系密切；对照组各 CG 位点

HELLP 综合征对绒毛滋养细胞中 LCHAD 基因启动

mRNA 表达水平无相关性，提示，这些位点可能与

达水平有关，提示，LCHAD 基因的 DNA 甲基化可

均 呈 低 甲 基 化 状 态 而 且 甲 基 化 程 度 与 LCHAD

促脂质代谢的调节有关，可能参与了子痫前期脂肪

子区甲基化修饰有一定影响并与基因 mRNA 的表

能与某些子痫前期及 HELLP 综合征的发生、发展

化修饰参与脂肪酸氧化代谢环节，引起细胞炎症反

有 相 关 性 。 子 痫 前 期 、HELLP 综 合 征 及 APS 的

应和动脉粥样硬化性改变 [22]。也有实验通过改变

态其脂肪酸氧化代谢异常的影响和通路可能有所

酸及脂质代谢障碍的发生、发展。研究发现，甲基

环境因素观察到 DNA 发生甲基化修饰，
引发细胞脂

肪酸氧化应激反应，促使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 [23]。
胎盘组织中多数候选基因甲基化程度升高会抑制
基因表达或使基因沉默，由于 5′-CpG-3′中胞嘧啶

的 C5 增加甲基团后改变基因构象或抑制碱基与转
录因子结合，在不改变基因序列的情况下影响基因
的表达，推测，妊娠期脂肪酸脂质代谢异常，毒性代
谢产物堆积，使得 LCHAD 基因甲基化程度升高，反

DNA 甲基化修饰程度不同，揭示不同病理妊娠状
不同。子痫前期发病机制复杂，不仅与母胎基因型

有关，也与环境因素及对基因的甲基化修饰有关。
不同病理妊娠间 LCHAD 基因甲基化修饰程度存在

差异，本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长链脂肪酸氧化在子
痫前期发病中的分子学基础，也揭示着子痫前期多
因素和多通路的发病机制，为临床开拓和探索不同
病理妊娠状况的预防和诊治提供理论依据。

向调控 LCHAD mRNA 的表达，致使胎盘滋养细胞

脂肪酸氧化代谢功能进一步异常，发生炎症反应、
内皮损伤，导致子痫前期等疾病的发生。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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