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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合酶一2／CNPase对海洛因海绵状白质脑病中

少突胶质细胞凋亡的作用

陈强 陆江阳 陆兵勋 尹瑞雪 于佳 王丽娜 崔德华

【摘要】 目的探讨环氧合酶(COX)-2、2’，3，_环腺苷酸一3’一磷酸二酯酶(CNPase)对白质少突

胶质细胞凋亡调控及阐明海洛因海绵状白质脑病(HSLE)的发病机制。方法对4例HSLE和5例

正常对照的小脑、额叶和胼胝体标本，进行HE染色，KB染色，TUNEL染色，MBP、COX-2、CNPase和半

胱氨酸蛋白水解酶(c鹊pase)-3免疫组化染色，分析脱髓鞘的病变，比较TUNEL、caspase-3、COX一2和

CNPase阳性细胞率，并进行非参数统计分析。结果HSLE组广泛脱髓鞘改变，髓鞘板层间松解，形

成空泡样变。KB染色对照组额叶和小脑的白质／灰质灰度比值明显低于HSLE组(t值分别为

26．146和35．001，P=0．000)。在额叶、小脑和胼胝体白质，HSLE组的少突胶质细胞凋亡率高于对照

组(z值分别为2．245，4．273和4．250；P=0．000)；COX-2阳性细胞数高于对照组(z值分别为

一4．201，一4．177和一4．211，P=0．叭)。在额叶和胼胝体白质，HSLE组CNPase表达较对照减少(z

值分别为一2．315和一2．578，P值分别为0．021和0．010)。caspase-3的表达与COX一2呈正相关

(Pearson相关系数r=0．858，P=0．003)，与CNPase呈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r=一0．802，P=

0．009)。结论HSLE病变区存在广泛脱髓鞘改变，少突胶质细胞凋亡是HSLE的发病原因之一。

COX-2／CNPase表达的改变可能参与少突胶质细胞凋亡。

【关键词】海洛因；卡纳万病；少突神经胶质； 凋亡；2’，3’．环核苷酸磷酸二酯酶类；

环氧合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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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gulation of cyclooxygenase(Cox)-2／2 7，3，_cyclic

nucleotide3’phosphohydrolase(CNPase)on the oligodendrocyte apoptosi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the heroin-

induced spongiform leucoencephalopathy(HSLE)．Methods Samples of frontal lobe，cerebellum，and

corpus callosum were obtained from the brains during autopsy of 4 HSLE patients and 5 patients who died of

diseases other than cerebral diseases(controls)and underwent light microscopy and electron microscopy．

Immunocytochemistry was carried out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yelin basic protein(MBP)，caspase-3，

COX4，and CNPase protein．Apoptosis was examined by TUNEL staining．Results Widespread

demyelination was seen in the white matter of the frontal lobe，cerebellum，and corpus callosum of the HSLE

cases，most severely in cerebellum．In he HSLE group，the levels of easpase-3 and COX-2 expression were

significandy higher，and the level of CNPas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ll P<

0．05)．Conclusion Widespread demyelination in the white matter is a prevailing‘pathological change of

HSLE．Oligodendrocyte apoptosis is one of the causes of HSLE．The upregulation of COX一2 and down-

regulation of CNPase may contribute to the path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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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因海绵状白质脑病(HSLE)是指烫吸海洛

因后出现的以脑白质海绵状空泡变性为病理特点的

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1982年荷兰人

Wohers等¨1首次报道，迄今病因不清。可能由于不

纯的海洛因中含有对神经组织产生毒性或过敏反应

的掺杂物而致病¨圳。有研究提示HSLE存在线粒

体功能障碍"1。双环己酮草酰二腙通过引起少突

胶质细胞凋亡，导致实验大鼠脑白质空泡样变

性∞J。本研究从少突胶质细胞凋亡和环氧合酶

(COX)-2／CNPase着手，研究HSLE可能的发病

机制。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1)4例HSLE尸检脑组织(来自南方

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时间2001年7月至2004年

4月，男3例，女1例，年龄26～38岁，吸食海洛因

时间为1．5—10年；病程5 d～2个月；(2)5例正常

对照者脑组织(来源于非脑部病变死亡尸检病例)，

时间同HSLE组，男4例，女1例，年龄51～78岁。

病例家属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同意参加本项研究。

2．试剂：TUNEL试剂盒购自南京凯基生物公

司；鼠抗人COX一2单克隆抗体购自福建迈新生物公

司；兔抗人caspase-3多克隆抗体、兔抗人MBP多克

隆抗体、鼠抗人CNPase单克隆抗体、二抗及DAB显

色系统，购自北京中杉金桥公司。

3．方法：(1)组化、免疫组化和电镜样品，按

Chui等"d叫方法进行预处理。(2)切片脱蜡水化；

MBP、caspase-3和CNPase使用枸橼酸盐缓冲液

(pH6．0)做抗原修复，COX-2使用EDTA缓冲液

(pH8．0)作抗原修复；血清封闭；1：100稀释的一

抗，4℃湿盒中孵育切片过夜；HRP二抗孵育及

DAB显色；对于COX-2和caspase一3亦进行荧光二

抗双重标记。(3)按试剂盒说明，使用脱氧核糖核

苷酸末端转移酶介导的原位缺口末端标记

(TUNEL)法进行凋亡细胞的检测。(4)利用显微图

像分析软件Image—Pro Plus 6．0在光镜下观察脱髓

鞘的改变并进行灰度值比较；每个标本随机观察10

个部位(200倍)，计数TUNEL染色阳性细胞数；随

机观察6个不连续视野(400倍)分别计数caspase一

3、COX-2和CNPase染色阳性细胞数目。

4．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 10．0对灰度值进行t

检验，TUNEL、caspase-3、COX-2和CNPase阳性染色

细胞数对照及病理组计量资料进行非参数检验，

COX-2、CNPase和caspase-3进行相关性分析。

二、结果

1．HE染色、髓磷脂碱性蛋白(MaP)免疫组化

染色，电镜和KB染色结果观察：本课题组之前已报

道，HSLE组在小脑，顶叶和胼胝体均可见白质广泛

的脱髓鞘改变，MBP染色深浅不一，电镜下可见髓

鞘板层松解，空泡形成¨⋯。KB染色显示，正常对照

组小脑白质染色均匀一致，结构完整，灰白质对比清

楚；HSLE组患者小脑白质结构呈明显空泡样改变，

染色浅淡不均，但U型纤维相对完整。对照组白质／

灰质灰度比值(额叶0．926±0．003，小脑0．812±

0．002)明显低于HSLE组患者(额叶1．139±

0．001，小脑1．099-4-0．002)，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26．146和35．001，P=O．000)(图1)。

2．白质细胞凋亡的检测：HSLE组白质可见

TUNEL染色阳性的少突胶，深层白质可见凋亡小

体，细胞核呈黄褐色或棕黄色，部分核浓缩；对照组

未见明显凋亡。HSLE组额叶、小脑和胼胝体白质

的凋亡细胞数(均值分别为4．1、6．6和6．6)显著多

于对照组白质(均为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值

分别为2．245、4．273和4．250；P值均为0．000)

(图2)。

3．caspase-3，COX-2及CNPase表达水平的变

化：(1)之前本课题组已报道HSLE患者白质中

caspase一3阳性细胞显著增多¨0|。400倍放大的视

野中，在额叶、小脑、胼胝体白质，HSLE组的

caspase一3阳性细胞数分别为3．0±1．7、2．9±1．3和

2．1±1．5，对照组除额叶有1个阳性细胞外，均未见

阳性细胞；HSLE组的平均秩次分别为18．17、17．83

和17．33，高于对照组的6．83、7．17和7．67，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z值分别为一4．065、一3．898和

一3．502，P值均为0．000)。(2)在额叶、小脑和胼

胝体白质，HSLE组COX-2阳性细胞数分别为15．3

±4．8、12．8±3．8和13．1±5．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0．9±0．8、1．4±1．2和0．7-4-0．6，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z值分别为一4．201、一4．177和一4．211，P=

0．000)。(3)在额叶、小脑和胼胝体白质，HSLE组

的CNPase阳性细胞数分别为13．1±4．1、12．5±

5．4和12．8±4．0，对照组的阳性细胞数分别为

17．4±4．1、16。8±5。9和17。7±3。8。其中额叶和

胼胝体白质，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额叶z=

一2．315，P=0．021；胼胝体z=一2．578，P=

0．010)；在小脑白质，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

一1．505，P=0．132)(图3)。

4．CNPase和caspase一3的免疫荧光双重染色1

荧光显微镜下，绿色荧光显示CNPase，红色荧光显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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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小脑灰白质交界处KB染色 ×100 1A．对照组KB染色，脑组织结构完整，染色均一；1B．HSLE组KB染色，显示白质空泡样变性

图2小脑白质TUNEL染色EL染色 ×200 2A．对照组白质未见明显凋亡；2B．HSLE组白质可见大量少突胶质细胞凋亡

图3额叶白质COX-2和CNP”e免疫组化染色 ×200 A和c：分别为对照组和HSLE组COx-2染色；B和D：分别为对照组和

HSLE组CNP∞e染色。与对照组相比，HSLE组额叶白质cox-2表达水平高，CNPase表达水平低

图4额叶白质CNPase(绿色)和casp∞e．3(红色)免疫荧光双

重染色 ×200 A：对照组未见caspase-3阳性细胞；B：HSLE

组可见c鹊p∞e-3与CNPase共定位(黄色)

示caspase-3，HSLE组可见黄色的CNPase与

caspase-3双阳性细胞，这说明凋亡以及COX-2的改

变是发生在少突胶质细胞(图4)。

5．COX-2、CNPase和caspase．3之间关系：HSLE

表现出显著的COX-2表达上调和CNPase表达下调

的特征，COX-2／CNPase的比值为13．8士4．7／

12．8士4．4，对照组则为1．0±1．0／17．0±4．0。此

外，caspase一3与COX-2存在正相关(r=0．858，P=

0．003)，与CNPase存在负相关(r=一0．802，P=

0．009)。

三、讨论

海绵状白质脑病的病理特征是白质空泡样改

变。在小脑、胼胝体和枕叶等脑后部较额叶严重，白

质深层较浅层严重。与陆兵勋等H1报道一致，我们

也观察到HSLE组白质空泡内髓鞘碱性蛋白未着

色，髓鞘结构层次紊乱，髓鞘内大量空泡形成，髓鞘

脱失越明显处空泡的形成也更大更多。双环己酮草

酰二腙饲养鼠脑白质发生空泡样变性¨1。，TUNEL

染色证实为少突胶质细胞凋亡所致。我们发现

HSLE脑白质广泛存在少突胶质细胞凋亡。在病灶

边缘区及相对病变程度轻的额叶，也有少突胶质细

胞凋亡。在白质浅层病变相对轻的区域凋亡的少突

胶质细胞形态相对完整，而在白质深部大量空泡形

成区域则可见凋亡小体形成，结合电镜检查在已经

表现出少突胶质细胞凋亡的周围髓鞘尚保持相对完

整的结构，提示少突胶质细胞凋亡早于空泡样改变

的形成。Amett等¨引应用双环一己酮草酰二腙

(cupfizone)诱导的C57BL／6鼠实验性神经毒性脱

髓鞘模型也发现少突胶质细胞凋亡早于空泡样改变

2—3周。线粒体代谢障碍可能参与海洛因和(或)

其毒物导致脑白质空泡样改变旧’5o。本研究发现

HSLE脑组织白质的COX-2表达上调和CNPase3表

达下调，可能因为其抑制作用导致抗凋亡因子如

Mcl一1等的下调，使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C从而激

活线粒体途径致少突胶质细胞凋亡。Carlson等¨副

发现在2例MS患者慢性活动病灶中可见COX-2在

少突胶质细胞表达，相似的病理出现在鼠脑脊髓炎

病毒脱髓鞘病脊髓病灶中；COX-2在少突胶质细胞

的表达与脱髓鞘出现的时机相符。凋亡的标志，活

性caspase-3在表达COX-2的少突胶质细胞出现，且

成正相关性，提示COX-2参与了脱髓鞘病变的少突

胶质细胞凋亡。CNPase与caspase-3呈现负性相关

性改变，表明CNPase3表达的下调参与了少突胶质

细胞凋亡的过程。综上，HSLE组白质存在广泛的

脱髓鞘病变，COX．2／CNPase变化很可能参与调控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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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突胶质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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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疑难病例析评"栏目征稿

中华医学杂志开辟“疑难病例析评”栏目。结构分“病

历摘要”和“分析与讨论”两部分。与本刊“临床病理讨论”

栏目文稿的不同之处为：(1)作者在文题下署名，而非仅在

文末注明由何人整理，作者拥有本文的著作权。(2)“分析

与讨论”部分不采用依次发言的形式，而由作者系统归纳，形

成思路清晰、条理清楚、分析得当、科学性强的原创性临床论

文。论文性质等同于本刊“论著”。(3)所分析的病例不一

定都具备病理检查结果，但必须经科学手段确诊。

1．病例选择：(1)疑难病例，特别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

的疑难病例。(2)误诊且有经验教训的病例。(3)诊断已经

明确，但病情危重或有诸多并发症，治疗上甚为棘手的病例。

(4)罕见病例。(5)其他对临床实践有指导或提示意义的病

例。以上病例须最终获得明确诊断或成功治疗，临床资料应

齐全，能提供实验室、影像学和／或病理确诊证据。

2．写作格式：文题可用主要症状、体征或诊断命题，各

．读者．作者．编者．

短语之间用一字线连接。正文分“病历摘要”和“分析与讨

论”两部分。“病历摘要”部分：交代清楚患者主诉、病史(包

括既往史)、作者接诊后的诊治经过等。应提供必要的实证

图片。字数以不超过1000字为宜(不包括图片)。“分析与

讨论”部分：要求逻辑性强，条理清楚，能较好地体现正确的

临床思维，对读者的临床工作有实际借鉴意义。重点部分可

采用序号标示法，以突出层次。写作上应满足以下要求：

(1)开门见山，首先说明本例需要从哪几个方面讨论；(2)写

清诊断和治疗思路，如何发现并优先处理疾病的关键问题；

(3)请将疑点、鉴别诊断要点另列出，通过什么手段排除相

关疾病；(4)给出本例的最后诊断和诊断依据；(5)若为误

诊，则总结经验教训；(6)若为罕见病，则介绍目前国内外的

最新进展；(7)列出相关的国内外主要参考文献。字数以控

制在2000—2500字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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