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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基因 K469E 多态性及血小板内皮细胞粘附分子-1（PECAM-1）基因 C373G 多态性
各等位基因及基因型在子痫前期患者及健康孕妇中的分布频率，
初步分析上述基因多态性与子痫前期的关系。方法 采用聚合
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多态性（PCR-RFLP）方法和 DNA 序列测序法对 110 名子痫前期患者及 110 名健康足月孕妇 ICAM-1 基因
K469E 位点及 PECAM-1 基因 C373G 位点进行检测，
同时比较两组人群中的相关的临床资料。结果 ICAM-1 基因 K469E 位点
及 PECAM-1 基因 C373G 位点基因频率分布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定律，
具有群体代表性。ICAM-1 基因 K469E 位点基因
型频率及等位基因频率在两组人群中均无显著差异（P>0.05）。PECAM-1 基因 C373G 位点 CC 基因型和 CG 基因型在两组人群
分布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CG 基因型携带者患子痫前期的风险是 CC 基因型的 1.959 倍（OR=1.959，
95%CI:1.090-3.520，
P=0.024），
且通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该相关性独立于孕妇年龄、
孕次、
产次及孕前 BMI。C 等位基因频率和 G 等位基因频率
在两组人群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ECAM-1 基因 C373G 位点 CG 基因型携带者可能与子痫前期患者较高
的遗传易感性相关，
而ICAM-1基因K469E多态性则与子痫前期的发病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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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morphisms of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gene K469E and platelet endothel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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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s of genotypic and allelic frequencies of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ICAM-1) gene K469E and platelet endo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PECAM-1) gene C373G in patients with preeclampsia.
Methods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PCR-RFLP) and DNA sequencing were used
for detecting ICAM-1 gene K469E and PECAM-1 gene C373G genotypes in 110 women with preeclampsia and 110
normotensive pregnant women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The distributions of observed and
expected genotype frequencies were consistent with 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the genotype and allele frequencies of ICAM-1 gene K469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but the CC and the CG genotype
frequencies of PECAM-1 gene C373G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m (P<0.05). The relative risk for preeclampsia of
CG genotype was 1.959 folds of that in CC genotype carriers (OR=1.959, 95%CI: 1.090-3.520, P=0.024), and this association still
existed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gravidity, parity and BMI i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The C373G allele frequencie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s The CG genotype of PECAM-1 gene C373G genetically
predispose the carriers to preeclampsia, while ICAM-1gene K469E polymorphisms is not associated with preeclampsia.
Key words: preeclampsia;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platelet endotheli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gene polymorphisms

子痫前期是一种常见的妊娠并发症，
病情复杂而严
重，
发病机制至今未明。在目前认可的各种发病学说
中，
遗传易感性在子痫前期患者的发病中可能扮演重要
角色。有研究显示在子痫前期患者血中，
细胞间粘附分
子 -1（ICAM-1）和 血 小 板 内 皮 细 胞 粘 附 分 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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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AM-1）的浓度较正常妊娠妇女明显升高［1-3］，
表明
ICAM-1和PECAM-1的异常升高可能与子痫前期发病
有重要影响。ICAM-1基因第6外显子的K469E多态性
及 PECAM-1 基因第 3 外显子的 C373G 多态性是研究
这两种基因多态性的热点。ICAM-1 基因 K469E 多态
性变化可导致编码第469位赖氨酸（K）变为谷氨酸（E），
通过影响分子结构而改变其粘附功能。PECAM-1
C373G 多态性变化可导致 Leu125Val 编码氨基酸的改
变，
从而阻断白细胞的跨内皮细胞转移。然而这两种基
因多态性与子痫前期的关系，目前尚不甚清楚。除

DNA 0.5 μl，
50 pmol/μl引物P1、
P2各0.2 μl，
2.5 mmol/L
dNTPs 0.3 μl，
Taq DNA 聚合酶 0.1 μl（5 U/μl），
10×Taq
buffer 1.5 μl，
MgCl2 1.2 μl，
不足体积用灭菌双蒸水补足

Kwon等［4］报道了ICAM-1基因K469E多态性与子痫前
期的相关性的研究外，
尚未见其他文献报道。而对于
PECAM -1 基因 C373G 多态性与子痫前期发病相关性
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未见相关的文献报道。因此，
本研
究采用PCR-限制性片段多态性（RFLP）和DNA序列测
定法，对子痫前期患者和健康足月孕妇 ICAM-1 基因
K469E及PECAM-1基因C373G多态性进行检测，
旨在
探讨上述两种基因的多态性与子痫前期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11 年 12 月~2013 年 10 月南方医院妇产科
病房收治的子痫前期患者 110 例，
平均年龄31.09±5.85
岁，
平均孕周 34.89±3.88 周，
诊断依据妊娠期高血压疾
［5］
病诊治指南（2012版） 。以健康足月孕妇110例作为对
照组，
平均年龄29.22±4.05岁，
平均孕周39.25±0.89周。
同时收集两组研究对象相关的临床资料，
包括年龄、
体
质量指数（BMI）、
孕产次及分娩孕周。研究对象均排除
慢性高血压疾病、
肾病、
胎膜早破、
妊娠期糖尿病、
糖尿
病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免疫系统性疾病的病史者。
1.2 方法
1.2.1 人基因组 DNA 提取 抽取子痫前期患者及健康
孕妇外周静脉血 2 ml，
采用天根 DNA 基因组提取试剂
盒提取基因组DNA，
置-80 ℃冰箱保存备用。
1.2.2 引物设计与合成 使用Oligo6软件分别对两基因
位点设计2条引物，
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合成。用于特异性扩增 ICAM-1 基因包含 K469E 位
点 的 一 段 DNA 序 列 ，上 游 引 物 为 ：5'CCATCGGG
GAATCAGTGACT3'；下游引物为：5'ATGACTGCGG
CTGCTACCA3'。用于特异性扩增 PECAM-1 基因包
含 C373G 位点的一段 DNA 序列，
上游引物为：
5'TGTG
CTATGCTCCATCTGCT3'；下游引物为：5'CCAGATG
CTGTTCTATAAGGATG3'。
1.2.3 PCR-RFLP法基因分型 扩增体系为15 μl，
含模板

至 15 μl。扩增条件为：95 ℃预变性 5 min，95 ℃变性
30 s，
68 ℃ 45 s每次下降0.5 ℃直至58 ℃，
72 ℃ 60 s，
20
个循环；95 ℃变性 30 s，58 ℃ 30 s，72 ℃ 40 s，20 个循
环；
72 ℃延伸6 min。所有扩增反应均在PCR反应扩增
仪（加拿大 BBI公司）上进行，
PCR试剂购自生工生物工
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扩增产物限制性酶切：
取PCR
扩增产物10 μl，
用1 U限制性内切酶BstFNⅠ（MBI）酶切
ICAM-1 基因 K469E 位点，
用 1 U 限制性内切酶 PvuⅡ
（MBI）酶切 PECAM-1 基因 C373G 位点，
37 ℃孵育，
过
夜，
反应终止后，
消化片段在 3%琼脂糖凝胶上电泳，
电
泳结果经凝胶成像系统（Gene Genius 公司）拍照，
分析
判读。
1.2.4 DNA 序列测定法验证 随机选取各基因型部分
PCR 产物，用 PCR 产物纯化回收试剂盒（SK1141）提
纯后进行测序，
进一步验证PCR-RFLP法基因分型的准
确性。
1.3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 SPSS13.0 软件包。计量资料以均
值±标准差表示；
基因型频率采用频数计数法。两组资
料比较采用t检验分析。计数资料、
多态性位点与HardyWeinberg 平衡的符合程度采用χ2 检验，并以比值比
（OR）和 95%可信区间（CI）表示相对风险度。Logistic
回归分析用来校正孕妇年龄、
孕次、
产次及孕前BMI对
该相对风险度所可能产生的影响。P<0.05被认为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资料比较
通过比较两组研究对象的临床资料发现，
子痫前期
患者的年龄、
孕次、
产次及孕前BMI均高于对照组，
而分
娩孕周则早于对照组（P<0.05，
表1）。

表1 子痫前期组与对照组临床资料比较
Tab.1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tients and controls (Mean±SD)
Item

Preeclampsia patients (n=110)

Controls (n=110)

Age (yr)

31.09±5.85*

29.22±4.05

Gravidity

2.78 ±1.71*

2.25 ±1.38

Parity

0.93 ±0.93*

0.55 ±0.73

BMI (kg/m )

22.87±4.34*

19.58±2.41

Gestational weeks at delivery

34.89±3.88*

39.25±0.89

2

*P<0.05 vs controls.

2.2 基因型分析
根据 PCR-RFLP 法基因分型，子痫前期患者和健
康孕妇 ICAM-1 基因 K469E 位点基因型均有 3 种（图

1）：
EE型（243 bp）、
KE型（243、
158、
85 bp）、
KK型（158、
85 bp）；
PECAM-1 基因 C373G 位点的基因型亦有 3 种
（图2）：
CC型（220 bp）、
GG型（160、
60 bp）、CG型（220、

160、
60 bp）。随机选取部分以上 PCR 产物进行测序验
证，
结果与PCR-RFLP法基因分型的结果一致（图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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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PECAM-1 C373G多态性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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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DNA sequencing electropherograms of PECAM-1 gene
C373G polymorphism.

图1 ICAM-1 K469E多态性电泳结果
Fig.1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of the
PCR products of ICAM-1 gene K469E
polymorphism. M: DNA marker; Lane 1:
KK genotype; Lanes 2, 3, 5 and 6: KE
genotype; Lanes 4, 7 and 8: EE genotype.

bp

M

1

2

3

4

5

6

7

8

200
150
100
75
50

图2 PECAM-1 C373G多态性电泳结果
Fig.2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of the PCR products
of the PECAM-1gene C373G polymorphism. M: DNA
marker; Lanes 1, 3 and 5: CC genotype; Lanes 2, 6 and 7:
GG genotype; Lanes 4 and 8: CG genotype.

图3 ICAM-1 K469E多态性测序图
Fig.3 DNA sequencing electropherograms of ICAM-1 gene
K469E polymorphism.

2.3 子痫前期组与对照组基因多态性的比较
经检验，
ICAM-1 基因 K469E 位点及 PECAM-1 基
因C373G位点基因频率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平衡
定律，具有群体代表性。子痫前期患者 ICAM-1 基因
K469E位点KE+EE基因型频率及K等位基因频率均高
于对照组，
但均无显著差异（P>0.05）。PECAM-1 基因
C373G 位点各基因型中，
CC 基因型和 CG 基因型在两
组人群中存在显著差异（P<0.05），
子痫前期患者CG基
因型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62.7% vs 45.5%，
P=0.024）。
G等位基因频率高于C等位基因频率，
但在两组人群的
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基因型相对风险分
析显示，
CG 基因型携带者患子痫前期的风险是 CC 基
因 型 的 1.959 倍（OR=1.959，95% CI：1.090-3.520，P=
0.024），
且经过 Logistic 回归分析校正孕妇年龄、
孕次、
产次及孕前BMI相关因素后，
分布差异仍具有显著的统
计学意义（OR=2.114，
95%CI：
1.043-10.309，
P=0.038）。
3 讨论
子痫前期是妊娠期特有疾病，
以高血压、
蛋白尿、
全
身内皮细胞激活受损及过度的炎症反应为特征的一组
综合征。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孕妇年龄、
孕前 BMI、
首次
妊娠、
多胎妊娠、
高血压、
糖尿病、
慢性肾炎、
抗磷脂抗体
阳性及既往子痫前期病史等均与该病的发生密切相
关［6］。因此，
我们在选择研究对象时排除了有上述妊娠
合并症及并发症的孕妇。通过比较其基本临床资料后
发现，
孕妇年龄、
孕前BMI及孕产次在两组研究对象中
仍有统计学差异，
故这些因素可能是子痫前期发病的独
立风险因子，
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通过对两
组人群基因多态性进行比较结果发现：ICAM-1 基因
K469E 位点的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频率在子痫前期患者
和健康足月孕妇中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而
PECAM-1 基因 C373G 位点 CC 基因型和 CG 基因型在
两组人群分布中存在显著差异，
且经过Logistic回归分

表2 子痫前期组与对照组ICAM-1 K469E和PECAM-1 C373G多态性分布频率的比较
Tab.2 Genotype and allele frequencies of ICAM-1 K469E and the PECAM-1 C373G in women with preeclampsia and controls
Preeclampsia [n(%)] Controls [n(%)]

P valuea

OR (95%CI)

Adjusted P valueb

Adjusted OR (95%CI)

K469E
KK

53(48.2)

60(54.5)

-

1.0c

1.0c

KE

54(49.1)

46(41.8)

0.302

1.329(0.775~2.280)

0.095

1.730(0.908~3.300)

EE

3(2.7)

4(3.6)

0.835

0.849(0.182~3.968)

0.879

0.842(0.090~7.812)

KE+EE

57(51.8)

50(45.5)

0.345

1.291(0.760~2.192)

0.113

1.675(0.886~3.145)

E allele

160(72.7)

166(75.5)

-

1.0c

K allele

60(27.3)

54(24.5)

0.514

1.153(0.752~1.767)

CC

31(28.2)

44(40)

-

1.0c

-

1.0c

CG

69(62.7)

50(45.5)

0.024

1.959(1.090~3.520)

0.038

2.114(1.043~10.309)

GG

10(9.1)

16(14.5)

0.797

0.887(0.356~2.213）

0.877

0.920(0.322~2.632)

CG+GG

79(71.8)

66(60)

0.064

1.699(0.967~2.986)

0.089

1.795(0.914~3.533)

C373G

C allele
G allele

c

131(59.5)

138(62.7)

-

1.0

89(40.5)

82（37.3）

0.494

1.143(0.779~1.678)

P value was calculated using 2×2 chi-squared tests; bAdjusted for age, gravidity, parity and BMI i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cReference values for

a

OR.

析校正孕妇年龄、
孕次、
产次及孕前BMI这些对子痫前
期发病有影响的相关风险后仍具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
PECAM-1 基因 C373G 多态性可能与子痫前期的发病
有关。
ICAM-1和PECAM-1均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中
的重要成员，
都可介导多种细胞间的粘附，
参与炎症反
应的调节、
免疫应答等过程，
在血管内皮细胞损伤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7］。血管内皮细胞受损是子痫前期的基
本病理变化，
这说明 ICAM-1 和 PECAM-1 对子痫前期
的发病有重要影响。作为炎症反应因子，
目前国内外针
对 ICAM-1 基因 K469E 和 PECAM-1 基因 C373G 多态
性的研究多集中在高血压、
冠心病和动脉粥样硬化性脑
［8-10］
梗死等疾病 。然而，
这两种基因多态性与子痫前期
的关系的研究甚少。Kwon 等［4］对 42 名子痫前期患者
ICAM-1 K469E 基因多态性进行研究后发现子痫前期
患者KK基因型频率和K等位基因频率高于对照组，
但
均无统计学差异。而在本研究中，
子痫前期患者K等位
基因频率高于对照组，但 KK 基因型频率则低于对照
组，
两组研究对象比较亦无明显差异。由于基因多态性
存在地域差异，
本研究与 Kwon 等的研究中 KK 基因型
频率在两组人群中的分布可不同［4］，
但都未发现其基因
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在两组人群中的差异，
故我们认
为 ICAM-1 基因 K469E 多态性可能与子痫前期的发病
并不相关。但这也不能排除样本量小容易产生选择性
偏倚的可能，以及母体与胎儿基因的交互作用的影响
［11］
。另外，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PECAM-1基因C373G多
态性与子痫前期关系，
结果发现CG基因型携带者患子

痫前期的风险明显高于CC基因型携带者。这提示CG
基因型携带者可能与子痫前期患者较高的遗传易感性
相关。Wei等［12］研究发现PECAM-1基因C373G多态性
可影响冠心病患者血清PECAM-1的表达，
其G等位基
因携带者血清 PECAM-1 水平显著高于不携带者。同
样的，
Fang等［13］对该位点与冠状动脉性疾病的研究也发
现，
病例组CG+GG基因型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G等位
基因携带者显著增加了血清 PECAM-1 水平。在本研
究中，
我们也发现子痫前期患者CG+GG基因型频率高
于对照组，
那么，
这两种基因型携带者是否会通过影响
母体血中PECAM-1的表达而影响子痫前期的发生，
目
前尚不清楚，
仍有待进一步证实。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初步认为 PECAM-1 基因
C373G 多态性与子痫前期的发生有相关性，该基因
介导的炎症反应对子痫前期的发生有重要影响，
CG基
因型的携带者发生子痫前期的风险明显增加 ；而
ICAM-1 基因 K469E 单核苷酸多态性则与子痫前期的
发病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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