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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蛋白质氧化损伤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
活动的相关性研究
章群

陈国平

叶冬青

【摘要】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患者蛋白质氧化损伤程度与疾病活动的关联。方法

收集ｓＬＥ患者临床资料，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应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蛋白质羰基、巯基、超氧化物歧化
酶（ＳｏＤ）、髓过氧化酶（ＭＰｏ）和总抗氧化能力（ＴＡＯＣ）等蛋白质氧化损伤相关指标，ＥＬＩＳＡ法定性测
定血浆抗．ｄｓＤＮＡ抗体和抗核抗体的水平。结果

ｓＬＥ患者蛋白质氧化程度与健康对照组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蛋白质羰基浓度升高［（０．１０１±０．０３３）ｎｍｏｌ／ｍｇ、（０．０６１±Ｏ．０１９）ｎｍｏｌ／ｍｇ，Ｐ＜０．０１］，蛋
白质巯基浓度［（３．９１１±０．９６８）ｎｍｏｌ／ｍｇ、（４ ６５５±０，７９８）ｎｍｏｌ／ｍｇ，Ｐ＜０．０１］和Ｔ—ＳＯＤ［（６７．０１±
１２．２２）Ｕ／ｍ１、（９７，３５±１４，１１）Ｕ／ｍ１，Ｐ＜０．０１］浓度降低，且与疾病活动相关指标有一定关联。
抗一ｄｓＤＮＡ抗体阳性组血浆蛋白质巯基浓度、Ｔ ＳｏＤ活性低于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处

于疾病活动状态的ｓＬＥ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蛋白质过氧化现象。且氧化损伤程度与疾病活动正相
关，提示蛋白质氧化对于ｓＬＥ慢性器官损伤的发病机制是否有一定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系统性红斑狼疮；蛋白质过氧化；抗氧化物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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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是一种累及多系统、多

的升高…。氧化应激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危险因

器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近些年研究发现，ＳＬＥ患

素，提示ＳＬＥ病程中氧化应激的存在。氧化应激可

者合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率有上升趋势，而传统

直接导致生物大分子的损伤，包括脂质、蛋白质、

的危险因素无法解释ＳＬＥ中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率

ＤＮＡ和碳水化合物的过氧化损伤。目前国内外研
究均趋向于脂质过氧化和ＤＮＡ氧化损伤与ＳＬＥ的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５７１６０８）

关系，蛋白质过氧化与ＳＬＥ的相关研究较少。而蛋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３２合肥，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

白质是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与氧自由基和非氧

卫生统计学系
通讯作者：叶冬青，ｙｄｑ＠ａｈｍｕ ｅｄｕ．ｃｎ

自由基存在动态学高反应速率心１，是体内过氧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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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重要靶标，其过氧化损伤与ＳＬＥ病程进展的关

７２２Ｎ型可见光分光光度计（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

系值得探讨。本研究通过对ＳＬＥ患者蛋白质氧化

公司产品）测定指标Ａ值。

标记物、抗氧化指标、疾病活动相关指标的检测，阐

（４）测定血浆抗体水平：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述ＳＬＥ患者血浆蛋白质的氧化损伤程度与疾病活

（ＥＬＩＳＡ）法定性测定血浆抗核抗体（ＡＮＡ）和

动可能的联系。

抗一ｄｓＤＮＡ抗体滴度。检测试剂盒购自美国ＴＰＩ生
对象与方法

物医药公司，所用酶标仪为美国Ｂｉｏ—ＴＥＣ仪器公司
生产。

（５）疾病活动度的评价：根据ＳＬＥＤＡＩ评价

一、研究对象
病例组为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２００７年２月在安徽医

ＳＬＥ患者疾病活动度（０～４分为基本无活动，５～９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科门诊及病房根据美国风

分为轻度活动，１０～１４分为中度活动，≥１５分为重

湿病协会１９９７年修订的ＳＬＥ分类标准确诊的ＳＬＥ

度活动）。

患者，剔除合并脂质代谢疾病和近期服用抗氧化药

三、统计学分析

物治疗的病例。对照组为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数据通过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双重录入，运用

院安徽省立医院输血科无偿献血者，性别与病例组

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分析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基本情况、蛋

匹配，年龄相差小于５岁（排除有心血管疾病史、吸

白质氧化损伤指标及疾病活动情况。应用两样本￡

烟史以及工作环境中有强氧化应激源的献血者）。

检验比较ＳＬＥ组／正常对照组、狼疮肾炎（１ｕｐｕｓ

二、研究方法

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ＬＮ）组月｝ＬＮ组以及抗体阳性／组间测定

１．临床调查与标本取样：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收

指标的差异。散点图显示部分实验数据不符合正态

集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资料、流行病学资料以及

分布，故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比较机体蛋白质氧

ＳＬＥ患者临床检验资料。通过ＳＬＥ疾病活动指数

化程度与ＳＬＥＤＡＩ及临床炎性指标的相关性。

（Ｓ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ＳＬＥＤＡＩ）和临床疾病活

结

动相关指标评价ＳＬＥ患者疾病活动情况。采集病

例和对照者肘静脉血１０ ｍｌ，ＥＤＴＡ抗凝管保存，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分离血浆，置一２０℃冰箱保存

３５００

果

一、一般情况

本次研究病例组调查病例８６例，有效应答７８
例（应答率为９０．７０％），排除合并脂质代谢疾病后共

备测。
２．实验方法：

收集ＳＬＥ患者血标本６０份，其中男性７例，女性５３

（１）测定血浆蛋白质巯基浓度：按照Ｈｕ。３。的方

例，平均年龄（３８．１５±１１．６７）岁。其中，ＬＮ患者２３

法测定病例组和对照组血浆中蛋白质总巯基浓度。

例（２３／６０，３８．３３％）。正常对照共调查８２人，应答

再通过谷胱苷肽（ＧＳＨ）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公司

７１人（应答率为８６．５９％），收回有效血标本６０例，

产品）测定血浆中ＧＳＨ的浓度，血浆总巯基浓度减

其中男性７例，女性５３例，平均年龄（３０．２１±９．８９）

去ＧＳＨ浓度得出血浆巯基浓度，再通过双缩脲试剂

岁。ＳＬＥ患者病程＜１年者２４例（２４／６０，４０．００％），

盒（南京建成生物公司产品）测定血浆蛋白质浓度，

１—３年者１９例（１９／６０，３１．６７％），３—６年者８例

计算血浆蛋白质中巯基的含量（ｎｍｏｌ／ｍｇ）。

（８／６０，１３．３３％），＞６年者９例（９／６０，１５．００％）。

（２）测定血浆蛋白质羰基浓度：按照Ｒｅｚｎｉｃｋ和

ｓＬＥＤＡＩ评分显示，基本无活动者１２例（１２／６０，

ｏ的方法测定病例组和对照组血浆中蛋白质

２０．００％），轻度活动者１８例（１８／６０，３０．００％），中度

羰基浓度，再通过双缩脲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公司

活动者１６例（１６／６０，２６．６７％），重度活动者１４例

产品）测定血浆蛋白质浓度，计算血浆蛋白质中羰基

（１４／６０，２３．３３％）。

Ｐａｃｋｅｒ。４

的含量（ｎｍ０１／ｍｇ）。

（３）测定血浆抗氧化指标：应用试剂盒（南京建
成生物公司产品）检测病例组和对照组的血浆超氧

二、病例组与对照组蛋白质氧化相关指标和炎
性指标
本次检测的蛋白质氧化相关指标为蛋白质羰

化物歧化酶（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髓过氧化

基、蛋白质巯基、ＳｏＤ、ＭＰＯ和ＴＡＯＣ，临床炎性指

酶（ｍｙｅｌｏ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ＭＰｏ）和总抗氧化能力（ｔｏｔａｌ

标为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和红细胞沉降率（ＥＳＲ）。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ＡＯＣ）水平。以上指标均使用

用两样本ｆ检验比较病例组／对照组以及ＬＮ组月｝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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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组的蛋白质氧化相关指标，结果见表１。ＳＬＥ组

基、Ｔ—ＳＯＤ、ＴＡＯＣ、ＭＰＯ与ＳＬＥＤＡＩ进行相关性分

蛋白质羰基水平高于对照组，而ｓｏＤ、ＴＡｏｃ、蛋白

析，结果见表３。其中，蛋白质羰基与ＳＬＥＤＡＩ、ＥＳＲ

质巯基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ＳＬＥ组

呈正相关，蛋白质巯基与ＳＬＥＤＡＩ、Ｃ３、ＣＲＰ呈负相

ＭＰＯ水平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ＬＮ

关，ＴＡＯＣ与ＳＬＥＤＡＩ、Ｃ３呈负相关，Ｔ—ＳＯＤ与

组ＥＳＲ、蛋白质羰基浓度均高于非ＬＮ组，蛋白质巯

ｓＬＥＤＡＩ和ＥＳＲ呈显著负相关，其余指标之间的相

基浓度低于非Ｌ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ＳＯＤ、

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ＡｏＣ、ＭＰ０和Ｃ反应蛋白水平非ＬＮ组与ＬＮ组

表３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ｌ

蛋白质氧化相关指标与ＳＬＥ疾病活动
指标间相关性分析（‘值）

ｓＬＥ病例组／对照组以及ＬＮ组，非ＬＮ组蛋白质
氧化相关指标、炎性指标的比较（至±５）

。翼嚣，

项目

。爵鳃，

。：鬯爨，｛Ｉ：２１曼券
２４３±０．９３ｌ

巯基（ｍ＿ｄ／Ｈｇ）３．９１１±０．９６酽４．６５５±０．７９８

３

羰基（ｎＨ＿ｄ／ｒ喀）Ｏ．１０１±０．０３３ｎ

Ｏ．１１４±０．０２８６ ０．０９３±０．０３３

ＭＰ０（Ｕ／Ｌ）

显．１４±１６．３９

Ｏ．０６１±０．０１９
４７，３１±１４．７２

Ｔ－ＳＯＤ（Ｕ／１１１ｆ）６７．Ｏｌ±１２．２掣９７．３５±１４．１１
，Ｅ《℃（Ｉｊ７耐）

７．印±４．７孑

ａ心（Ｈ刊Ｌ）

１４．０６±５．６５

圈ｔ（Ⅱ卫ｄｈ）

３６

８８

１０．１６±１

１８±２４．２９

注：ｏＰ＜０．０１，６

Ｐ＜０

７０５±Ｏ．９４５６

４

５６ ７８±１５．９９

４９

６７．９０±１１

６４．８０±１３．∞

４３

２５±１６．１７

６．３２±４．２３

８．”±４．８５

６８．９９±２２．０１

５６．９０±２３．７４

４４．９１±２６．３５６

３０．７６±２１．５３

注：４ Ｐ＜０．０５，６Ｐ＜０ ０１

讨

论

０５

蛋白质是氧化损伤主要的靶标，是组织／细胞和
三、抗体活动情况与蛋白质氧化指标的联系

血浆主要的组成部分。蛋白质的氧化损伤将导致其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检测显示，ＳＬＥ病例中抗一ｄｓＤＮＡ
抗体阳性者２１例（阳性率３５．０％），ＡＮＡ阳性者４５
例（阳性率７５．０％）。用两样本￡检验比较
抗一ｄｓＤＮＡ抗体阳性组／阴性组和ＡＮＡ阳性组／阴性

功能和结构的改变。以往研究显示：人类许多疾病，
包括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等均有蛋白质氧化产物
浓度的增加。提示蛋白质氧化损伤至少在一些条件
下可诱发疾病或促进疾病发展。Ｔａｍ等¨。研究显

组蛋白质氧化相关指标的差异，结果见表２。

示，ＳＬＥ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蛋白质过氧化现象，

抗一ｄｓＤＮＡ抗体阳性组血浆蛋白质巯基浓度、Ｔ—ＳＯＤ

给予大剂量的抗氧化剂治疗后，患者临床体征和特

活性低于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ＭＰｏ浓度

异性指标（抗一ｄｓＤＮＡ抗体）均有改善，蛋白质过氧

抗一ｄｓＤＮＡ抗体阳性组高于阴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

化程度也有所减轻。Ｓｃｏｆｉｅｌｄ等帕。提出蛋白质氧化

意义（Ｐ＝０．０５２）；其余指标在抗一ｄｓＤＮＡ抗体和

后空间构象和疏水性均发生改变，而抗原抗体的结

ＡＮＡ阳性组和阴性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合必须由抗原位点占据抗体表面容易进入区域，疏

表２

水位点对此发挥重要作用。空间构象的改变可直接

抗一ｄｓＤＮＡ抗体（＋）／（一）和ＡＮＡ（＋）／（一）的
ｓＬＥ患者蛋白质氧化相关指标的比较（ｊ±ｓ）

导致蛋白质抗原性的改变和抗原抗体结合力的增
强，进而诱导抗体的产生和异常免疫反应。提示蛋
白质过氧化可能与ｓＬＥ的发病和病程进展存在一

巯基（ｍ删ｎ国３

定联系。

７１４±０．孵１。

３．８１８±０．９７０

４．１９Ｄ±Ｏ

羰基（ｒ】ＩＴ】。ｌ／ｎ髫）０ １１１±０．０３０

０．０９９±０．０３３

Ｏ．１脏￡０．０３０

蛋白质侧链氨基酸在烷氧自由基和过氧自由基

５７．７１±１４ ０９

５０．６５±１６．７３

５６．５９±１４

９５

的作用下生成羰基及其衍生物，是目前应用最多的

恻Ｕ／Ｌ）

，Ｉ敝：（Ｕ／饲）

＋一＋一＋一＋

６．５１±４．５８

Ｔ－ＳＯＤ（Ｕ／ｍ）６４ ２４±１１．９酽 “叫铝８订

撕啷懈娜㈨

＋一

蝼嘲惭ｎ憎

ｍ¨仃乱ｍ

９３７

７ ７２±４．９１

７．１９±４．０９

６９．５６±９．８ｌ

６５．７５±１２．甓

注：“Ｐ＜０ ０５

蛋白质氧化损伤标志物；蛋白质巯基易被一氧化氮
及其衍生物氧化而发生亚硝基化作用…，也是蛋白
质氧化的灵敏指标。Ｍｏｒｇａｎ等‘８。的研究显示，ＳＬＥ

四、ＳＬＥ患者氧化／抗氧化指标与疾病活动指标
司相关性分析
对蛋白质氧化相关指标蛋白质羰基、蛋白质巯

患者蛋白质巯基和羰基浓度显著升高，且与疾病活
动度正相关，这与本次研究相一致，提示ＳＬＥ患者
存在一定程度的蛋白质氧化损伤。中性粒细胞释放

·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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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疫佐剂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ＨＯＣＬ，而ＨＯＣＬ对蛋白质的氧化显著高于其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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