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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了干扰素调节因子７（ＩＲＦ７）的表达与中国汉族人群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的相关

性．运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的方法分别测定疾病患者与正常对照组外周血ＩＲＦ７

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并与血清中干扰素水平、干扰素积分以及ＳＬＥＤＡＩ积分作相关性分析．结

果发现，患者外周血ＩＲＦ７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较正常对照组的明显增高，且其与血清中干扰素

水平、干扰素积分以及ＳＬＥＤＡＩ积分均呈正相关．由此可知，ＩＲＦ７表达的增高可能促使干扰素

通路异常激活，从而导致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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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ＬｕｐｕｓＥｒｙｔｈｅｍａｔｏｓｕｓ，ＳＬＥ）作为一种多病因的异质性疾

病，因其自身免疫异常，表型丰富，且多器官受累，几乎覆盖整个免疫系统，故而被认为是自

身免疫病的原型．现有研究显示，干扰素调节通路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中起了重要的作

用，该通路异常激活是ＳＬＥ一个主要的分子表型．干扰素（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ＩＦＮ）是一类能够抵抗

病毒感染，抑制细胞周期和行使免疫调节功能的细胞因子．而干扰素调节因子（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ＩＲＦ）则是一类能对干扰素基因表达进行调控的多功能转录因子
［１］．目前

已发现参与多种生物学过程的ＩＲＦ家族有９个成员，即ＩＲＦ１，ＩＲＦ２，ＩＲＦ３，ＩＲＦ４／Ｐｉｐ／ＩＣ

ＳＡＴ，ＩＲＦ５，ＩＲＦ６，ＩＲＦ７，ＩＲＦ８／ＩＣＳＢＰ和ＩＲＦ９／ＩＳＧＦ３γ．其中ＩＲＦ４和ＩＲＦ８在ＳＬＥ患者外

周血存在异常表达［２］，且ＩＲＦ５与疾病发病相关
［３，４］．因此，对诱导ＩＦＮ表达最主要的调节因

子———ＩＲＦ７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其在ＳＬ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中国人群中，１１０例散发性ＳＬＥ患者样本均来源于上海市风湿病研究所的ＤＮＡ

标本库，患者的诊断均符合美国风湿病协会（ＡＲＡ）１９８２年修订的分类标准，其中男１２例，

女９８例，年龄１２～７４岁，平均年龄（３８±３）岁．３９例正常对照样本均来自仁济医院体检正

常、年龄性别相匹配的正常人群．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ＲＮＡ抽提及逆转录反应

正常对照与患者均采集１ｍＬ外周血，以枸橼酸葡萄糖（ａｃｉｄｃｉｔｒａｔｅｄｅｘｔｒｏｓｅ，ＡＣＤ）抗

凝，经草酸胺法裂解红细胞后收集白细胞．根据ＴｒｉｚｏｌＲｅａｇｅｎｔ（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的酚氯仿

法抽提ＲＮＡ后，使用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Ⅱ逆转录酶试剂盒（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逆转录为ｃＤＮＡ．逆

转录过程为：ＲＮＡ８μＬ，ｏｌｉｇｏｄＴ１μＬ，ｄＮＴＰ４μＬ混合液于６５℃反应５ｍｉｎ；快速置冰上

后加入５×ＦＳＢｕｆｆｅｒ４μＬ，０．１ｍｏｌ／ＬＤＴＴ２μＬ，于４２℃反应２ｍｉｎ；再加入１μＬ的ＳＳ

ＲＴⅡ，于４２℃反应５０ｍｉｎ，７０℃反应１５ｍｉｎ．

１．２．２　引物设计

ＩＲＦ７基因ＴａｑＭａｎ表达分析引物由ＡＢＩ公司设计并合成（编号为 Ｈｓ００２４２１９０＿ｇ１）．４

个干扰素调节基因：淋巴细胞抗原６（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６ｃｏｍｐｌｅｘ，ｌｏｃｕｓＥ，Ｌｙ６ｅ）、黏液病

毒抗性因子１（ｍｙｘｏｖｉｒｕｓ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１，ＭＸ１）、干扰素诱导蛋白１（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ｉｔｈｔｅｔｒａｔｒｉｃｏｐｅｐｔｉｄｅｒｅｐｅａｔｓ１，ＩＦＩＴ１）和干扰素诱导蛋白４（ＩＦＩＴ４），其 ｍＲＮＡ 序列由

ＮＣＢＩ（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网站查得，并以Ｏｌｉｇｏ６．０软件设计引物．内参照

基因核糖体蛋白Ｌ１３ａ（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１３ａ，ＲＰＬ１３ａ）的引物序列由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ＣＲ

Ｐｒｉｍｅｒ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ＱＰＰＤ）网站查得．干扰素调节基因及内参照基因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合成．引物保存浓度为１００ｐｍｏｌ／μＬ，工作浓度为１０ｐｍｏｌ／μＬ．各基因引物序列见表１．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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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实时荧光定量犘犆犚引物

Ｔａｂ．１　Ｐｒｉｍｅｒｓｆｏ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ＣＲ

基因 引物序列 产物长度／ｂｐ

Ｌｙ６ｅ
正向引物：５′ＣＴＴＡＣＧＧＴＣＣＡＡＣＡＴＣＡＧＡＣ３′
反向引物：５′ＧＣＡＣＡＣＡＴＣＣＣＴＡＣＴＧＡＣＡＣ３′

７９

ＭＸ１
正向引物：５′ＧＧＧＴＡＧＣＣＡＣＴＧＧＡＣＴＧＡ３′
反向引物：５′ＡＧＧＴＧＧＡＧＣＧＡＴＴＣＴＧＡＧ３′

２２２

ＩＦＩＴ１
正向引物：５′ＣＣＡＣＡＡＧＡＣＡＧＡＡＴＡＧＣＣＡ３′
反向引物：５′ＧＣＴＣＣＡＧＡＣＴＡＴＣＣＴＴＧＡＣＣ３′

１２５

ＩＦＩＴ４
正向引物：５′ＡＡＣＴＡＣＧＣＣＴＧＧＧＴＣＴＡＣＴＡＴＣＡＣＴＴ３′
反向引物：５′ＧＣＣＣＴＴＴＣＡＴＴＴＣＴＴＣＣＡＣＡＣ３′

１６９

ＲＰＬ１３ａ
正向引物：５′ＣＣＴＧＧＡＧＧＡＧＡＡＧＡＧＧＡＡＡＧＡＧＡ３′
反向引物：５′ＴＴＧＡＧＧＡＣＣＴＣＴＧＴＧＴＡＴＴＴＧＴＣＡＡ３′

１２６

１．２．３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ＣＲ）

反应体系总体积为５μＬ，其中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２．５μＬ，ＲＯＸ０．１μＬ，正向引

物０．１μＬ，反向引物０．１μＬ，ｃＤＮＡ模板１μＬ，去离子水１．２μＬ．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于ＡＢＩ

Ｐｒｉｓｍ７９００测序仪（Ａｐｐｌｉｅｄ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上进行，循环设置为９５℃１５ｓ；９５℃５ｓ，

６０℃３０ｓ（共４０个循环）．

１．３　数据分析

１．３．１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

应用ＳＤＳ２．１软件对测序仪收集检测的荧光信号进行分析，获得ＣＴ值，并以计算所得

标准化后的２－ΔΔＣＴ［ΔΔＣｔ＝（各样本ＣＴ值－内参照基因 ＲＰＬ１３ａ的ＣＴ值）－板间对照

ΔＣＴ值］表示ｍＲＮＡ的相对表达含量．

１．３．２　血清中干扰素水平

运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ＥＬＩＳＡ）的方法对ＳＬＥ患者血清中干扰素的水平进行检测．

１．３．３　干扰素积分（ＩＦＮｓｃｏｒｅ）与狼疮活动积分（ＳＬＥＤＡＩｓｃｏｒｅ）

根据已知公式［５］，选用Ｌｙ６ｅ，ＭＸ１，ＩＦＩＴ１和ＩＦＩＴ４四个干扰素诱导基因来计算ＩＦＮ积

分．公式如下：

∑
４

犱＝１

＝
ＧｅｎｅｉＳＬＥ－ｍｅａｎＧｅｎｅｉｃｔｒ

ＳＤ（Ｇｅｎｅｉｃｔｒ）
．

公式中，ｉ为Ｌｙ６ｅ，ＭＸ１，ＩＦＩＴ１及ＩＦＩＴ４四个干扰素诱导基因之一，ＧｅｎｅｉＳＬＥ为每一ＳＬＥ患

者该基因的表达水平，Ｇｅｎｅｉｃｔｒ为正常对照组该基因的表达水平．

根据医院常规方法测定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以评分标准量化评分可得ＳＬＥＤＡＩ积

分［６］．该积分可作为ＳＬＥ疾病活动性判断的依据．

１．３．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４．０３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以狓
－±狊表示，两组独

立样本间数据比较运用非参数检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运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检验，且以

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ＳＬＥ患者与正常对照组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比较

ＳＬＥ患者外周血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０．８４±１．３０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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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１８）（见图１）．

图１　ＳＬＥ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ＲＦ７ｍＲＮＡｉｎＳ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２．２　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与血清中干扰素水平

通过对ＳＬＥ患者血清进行检测，发现其中干扰素的表达水平为３６８．８２±２１１．８５．患者

外周血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与血清中干扰素水平呈正相关性狉＝０．３５１８，犘＝０．００４４（见

图２）．

图２　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与血清中干扰素水平

Ｆｉｇ．２　ＩＲＦ７ｍ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ＦＮｌｅｖｅｌｉｎｓｅｒｕｍ

２．３　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与干扰素积分的相关性

通过对ＳＬＥ患者以及正常对照组外周血４个干扰素诱导基因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的检

测，得出干扰素积分．ＳＬＥ患者中ＩＦＮ积分为１４．９５±２７．９５，正常对照组中则为０±３．５０．

患者外周血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与ＩＦＮ积分呈正相关性（狉＝０．４３０６，犘＝０．０００４）

（见图３）．

２．４　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与ＳＬＥ疾病活动度的相关性

通过依照评分标准对医院常规方法测定的相关生理生化指标进行量化评分，得出可作

为疾病活动性依据的狼疮活动积分．ＳＬＥ患者中，ＳＬＥＤＡＩ积分为４．４７±５．３０．患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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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与ＳＬＥＤＡＩ积分呈正相关性（狉＝０．３２５５，犘＝０．０１０５）（见图４）．

图３　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与干扰素积分

Ｆｉｇ．３　ＩＲＦ７ｍ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ＦＮｓｃｏｒｅ

图４　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水平与ＳＬＥＤＡＩ积分

Ｆｉｇ．４　ＩＲＦ７ｍ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ＬＥＤＡＩｓｃｏｒｅ

３　讨　　论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以免疫性炎症为突出表现、以血清中出现大量针对自身组织成

分的抗体为显著特征的弥漫性结缔组织病．由于该疾病自身免疫异常表型丰富，几乎覆盖整

个免疫系统，包括：免疫耐受缺损，淋巴细胞凋亡障碍，Ｔ、Ｂ细胞功能调节障碍，ＮＫ细胞功

能缺损，补体缺陷，免疫复合物清除障碍，细胞因子分泌调节障碍等等，故而被认为是自身免

疫病的原型．虽然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代表性自身免疫病的发病机制多年来仍未完全阐明，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血清中Ⅰ型干扰素表达水平明显增高，且

与抗双链ＤＮＡ抗体滴度、补体、免疫复合物水平及面部红斑、发热等提示疾病活动的指标

密切相关；一些本身不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在经过ＩＦＮα治疗后可能也会出现抗核

抗体、抗双链ＤＮＡ抗体，甚至ＳＬＥ综合症；狼疮动物模型中，多个狼疮候选基因位点为干扰

素诱导相关基因；系统性红斑狼疮病人存有的独特的干扰素标签现象，即患者血细胞内一组

干扰素调节基因在狼疮中表达异常升高，且其与狼疮疾病的活动也有一定关联．这些证据皆

有力地提示了干扰素调节通路在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该通路异常激活

是ＳＬＥ一个主要的分子表型
［７，８］．

干扰素（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ＩＦＮ）是一类能够抵抗病毒感染，抑制细胞周期和行使免疫调节功能

的细胞因子．而干扰素调节因子（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ＩＲＦ）则是一类能对干扰素基

因表达进行调控的多功能转录因子．干扰素调节因子家族已发现有９个成员，即ＩＲＦ１，

ＩＲＦ２，ＩＲＦ３，ＩＲＦ４／Ｐｉｐ／ＩＣＳＡＴ，ＩＲＦ５，ＩＲＦ６，ＩＲＦ７，ＩＲＦ８／ＩＣＳＢＰ和ＩＲＦ９／ＩＳＧＦ３γ，参与多种

生物学过程，在干扰素转录调控、病原体免疫反应、细胞因子信号转导、细胞增殖调控和造血

干细胞的发育、淋巴细胞的分化、自稳平衡过程，以及先天性免疫和适应性免疫调控等方面

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而ＩＲＦ７则被证实是诱导ＩＦＮ表达的最主要的调节因子
［９，１０］．

现今，对于Ｔｏｌｌ样受体（Ｔｏｌｌ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ＬＲ）Ⅰ型干扰素信号通路的研究已成为

热点［１１，１２］．关于ｐＤＣ表面的ＴＬＲ９亚家族成员（ＴＬＲ７－９）激活后诱导产生高水平ＩＦＮα／β
的机制受到普遍关注［１３］，而在ＴＬＲ７／ＴＬＲ９介导的ＩＦＮα／β高水平表达的通路，即依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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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样分化因子８８（Ｍｙｅｌｏｉ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８８，ＭｙＤ８８）的经典途径中ＩＲＦ７可能起着

重要的作用［１４，１５］．同时，ＩＲＦ７是病毒感染时诱导ＩＦＮβ产生的必要成分，由此推测ＩＲＦ７参

与视黄酸诱导基因Ⅰ（Ｒｅｔｉ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ＧｅｎｅⅠ，ＲＩＧⅠ）的信号转导途径诱导ＩＦＮβ
的表达［１６，１７］．ＩＲＦ７信号传导途径具有细胞特异性：ＴＬＲ主要在ｐＤＣ中诱导ＩＦＮα／β的高

表达，可能与全身性ＩＦＮ产生有关；ＲＩＧⅠ主要在非免疫细胞如成纤维细胞和ｃＤＣ中诱导

ＩＦＮα／β，可能与局部ＩＦＮ的产生有关．此外，研究也证实细胞在未受刺激时可表达低水平

的ＩＲＦ７，诱导产生一定水平的ＩＦＮ．而其在ｐＤＣ中以及病毒感染时均存在一定的正反馈调

节途径，即通过信号转导途径激活ＩＲＦ７后诱导表达的ＩＦＮβ可进一步诱导ＩＲＦ７表达，进

而继续参与ＩＦＮα／β的产生分泌
［１８］．

本研究通过测定、比较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人群中ＩＲＦ７ｍＲＮＡ的表

达水平，发现其在患者组中明显升高，由此推测ＩＲＦ７ｍＲＮＡ表达的上升与系统性红斑狼疮

疾病的发生之间有关联．进而通过将所测定的患者血清中干扰素水平与ＩＲＦ７ｍＲＮＡ的表

达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间呈一定的相关性．图２中所表现的趋势不甚明显，可能

是由于个别患者存在的个体差异较大，使得结果中有些数据偏离较大；并且ＩＲＦ７基因实际

上存有３种剪切体形式，而不同剪切体的表达可能对血清中干扰素水平的影响程度不同或

者相互干扰，使得所测ＩＲＦ７总的表达水平不能很好地反映与血清中干扰素水平的相关程

度．另外，通过测定患者与正常对照组人群的４个干扰素调节基因的表达水平，计算干扰素

积分，并将其与ＩＲＦ７的表达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ＩＲＦ７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与干扰素

积分之间均呈正相关性．现有的研究结果已经发现，干扰素诱导基因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

中的表达水平显著上升，依此计算得出的干扰素积分在患者中也显著升高，且其升高程度与

疾病的活动度和脏器受累的损害程度之间呈正相关性［１９，２０］．由此进一步验证了ＩＲＦ７表达

的上升使得干扰素通路异常过度活化，从而促使了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生．此外，通过将

ＩＲＦ７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与ＳＬＥＤＡＩ积分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其与ＳＬＥＤＡＩ积分之间也

呈正相关性．ＳＬＥＤＡＩ积分是医院常规方法测定的各项相关生理生化指标，根据一定的评分

标准，进行量化评分所得到的，该积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疾病的活动度．由此可知，

ＩＲＦ７基因ｍＲＮＡ表达水平的异常不仅影响着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生与否，也影响着疾病

的严重程度．

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一自身免疫病代表的研究日趋完善．在不断探索导致该疾病发

生的种种因素中，人们逐渐关注于干扰素通路．干扰素通路中已有部分基因被发现与系统性

红斑狼疮有关联，例如ＩＲＦ５至少有２种单核苷酸基因多态性与ＳＬＥ的高发相关；ＴＬＲ７及

干扰素通路参与ＳＬＥ病理过程等．基于此，本研究在干扰素通路中首次选择了被认为是干

扰素表达最主要调节因子的ＩＲＦ７基因作为目标基因，将该基因的表达直接与系统性红斑

狼疮这一疾病的病程相关联，结果发现两者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由此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

了ＩＲＦ７基因所在干扰素通路的具体形态，证实了其对ＳＬＥ发病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

ＳＬＥ这一自身免疫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又一个可能的切入点．但是，由于ＩＲＦ７基因本身序

列比较复杂，相信今后对该基因本身存在的多态性的研究会进一步揭示其对于系统性红斑

狼疮发生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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