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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otho蛋白及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相关分子
在子痫前期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薛筱蕾
胥保梅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产科，新疆乌鲁木齐 830011
[ 摘要 ] 目的 分析 Klotho 蛋白及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相关分子在子痫前期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收治的 34 例子痫前期患者作为病例组，另选取
同期 30 例健康产妇作为对照组，分娩后采集两组胎盘组织标本，通过 Western blot 法检测 Klotho、Wnt1、
β-catenin、MMP-2、MMP-9 蛋白水平，通过侵袭实验检测滋养细胞侵袭能力。 结果 病例组产妇的 Klotho、
Wnt1、β-catenin、MMP-2、MMP-9 蛋白相对表达量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重度子痫
产妇的 Klotho、Wnt1、β-catenin、MMP-2、MMP-9 蛋白相对表达量低于轻度子痫产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病例组产妇滋养细胞侵袭能力低于对照组，重度子痫产妇滋养细胞侵袭能力低于轻度子痫
产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结论 子痫前期产妇胎盘组织中 Klotho、Wnt1、β-catenin 蛋白表达
水平降低，其低表达与滋养细胞侵袭能力减弱、子痫前期发生及发展存在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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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 R714.245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2097-115X（2022）7-0007-04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Klotho protein and Wnt/βcatenin signal pathway related molecules in preeclamp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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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Urumqi 83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Klotho protein and Wnt/β-catenin
signal pathway related molecules in preeclampsia. Methods A total of 34 patients with preeclampsia treated in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case group,
and another 30 healthy pregnant women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placental tissu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two groups after delivery, the levels of Klotho, Wnt1, β-catenin, MMP-2 and MMP-9
protein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the invasion ability of trophoblast was detected by invasion experiment. Results
The relative expressions of Klotho, Wnt1, β-catenin, MMP-2 and MMP-9 protein in the cas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relative expressions of Klotho,
Wnt1, β-catenin, MMP-2 and MMP-9 protein in the severe eclampsia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mild eclampsia,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invasion ability of trophoblast in the cas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vasion ability of trophoblast in women with severe eclampsia was lower than that in
women with mild eclampsia,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Klotho, Wnt1 and β-catenin protein decrease in placental tissue of preeclampsia women, low expression is related to
the weakening of trophoblast invasion and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reeclampsia.
[Key words] Preeclampsia; Klotho protein; Wnt/β-Catenin signal pathway; Placental specimens; Trophoblast;
Invasive ability

子痫前期是女性妊娠时期常见的一种合并症，
临床特征主要为蛋白尿及高血压，是导致孕产妇死
亡的重要病因

[1-2]

期发病机制已经成为临床重点研究课题。Klotho 蛋
白是最近发现的一种蛋白，Klotho 参与许多代谢途

。目前，对子痫前期发病机制并未

径，在肾脏、脉络丛和神经元中高度表达，在多种疾

完全清楚，缺乏有效预防措施。因此，探寻子痫前

病的病理生理学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Wnt/

[ 基金项目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β-catenin 信号通路是一种高度保守的进化途径，

（2020D01C224）。

调节关键的细胞功能，包括增殖、分化、迁移、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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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稳定性、凋亡和干细胞更新等，其异常调控与多种
[4]

疾 病 密 切相关 。本研究分析 Klotho 蛋白及 Wnt/

1.2.1 主 要 试 剂 及 仪 器 Klotho、Wnt1、β-catenin、

β-catenin 信号通路相关分子在子痫前期中的表达

MMP-2、MMP-9 抗体购自英国 Abcam 公司，Western

及临床意义。

blot 封闭液、Western blot 一抗稀释液、Western blot

1 资料与方法

二 抗 稀 释 液 以 及 Western blot 转 膜 液 均 购 自 美 国

1.1 一般资料

Santa Cruz 公司，蛋白免疫印迹法试剂盒购自江苏碧

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

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胎牛血清购自美国 Hyclone

属医院收治的 34 例子痫前期产妇作为病例组，其中

公司，绒毛外滋养细胞系 HTR-8/SVneo 购于武大细

轻度子痫前期 19 例，重度子痫前期 15 例；另选取

胞典藏中心，DYCZ-40 K 型转印电泳仪购自北京

同期健康产妇 30 例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①年

六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基质胶、HE 染色试剂盒购

龄在 18 周岁及以上；②均为单胎妊娠；③临床资料

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齐全；④认知功能、语言功能等正常，均可有效沟通；

1.2.2 标本采集 胎盘娩出后即刻取胎盘组织标本，

⑤均行剖宫产手术；⑥子痫前期诊断及分型均符合

避开坏死区域及梗死灶，并剔除钙化部分及大血管，

[5]

《妇产科学》中的相关诊断标准 。排除标准：①心、

收集面积为 1 cm×1 cm×1 cm 的胎盘组织，取无菌

肝、肾功能严重障碍；②伴有其他妊娠合并症；③既

生理盐水进行反复漂洗，清洗干净后放置于封闭式

往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或者自身免疫性

无菌冻存管中，然后放置于液氮中冻存待检。

疾病史；④既往不良孕产史。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

1.2.3 Western blot 法 通过 Western blot 法检测 Klotho、

员会研究同意实施，并与产妇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

Wnt1、β-catenin、MMP-2、MMP-9 蛋白相对表达量，

书。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取出液氮中冻存的胎盘组织标本，通过电子匀浆机

（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进行磨碎处理并进行离心，转速为 3500 r/min，离心

表1

两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 xx±s）

例数

年龄（岁）

孕次（次）

产次（次）

孕龄（周）

病例组

34

29.76±5.35

2.23±0.68

1.73±0.41

38.53±0.94

对照组

30

30.04±5.27

2.19±0.64

1.71±0.44

38.61±0.97

t值

0.210

0.241

0.188

0.335

P值

0.834

0.810

0.851

0.739

组别

半径为 8 cm，时间为 15 min，取上清液，分装于 1 ml

HTR-8/SVneo 的 侵 袭 能 力，以 相 同 细 胞 处 理 的 条

离心管中，放置 -80℃冰箱中保存待用；电泳时取

件 下 开 展 侵 袭 实 验，润 化 Transwell 小 室，时 间 为

样本 60 μg，进行蛋白电泳，将其转移至硝酸纤维

10~20 min；制备细胞悬液，Transwell 小室置入 24 孔

素膜，进行 3 次洗膜，再取脱脂牛奶进行封闭，时间

板中，并将细胞悬液置入 Transwell 小室中，在孔中沿

为 3 h，然后再进行 1 次洗涤，加入 Western blot 一

空隙处加入 10% 胎牛血清培养基，将气泡清除干净，

抗稀释液，按照每平方厘米膜加入 0.1 ml 的 Klotho、

然后放置入培养箱中培养，培养 24 h 后进行 HE 染

Wnt1、β-catenin、MMP-2、MMP-9 抗 体，4 ℃ 下 过

色并拍照，于 200 倍光镜下对 5 个视野内的侵袭细胞

夜，再 进 行 3 次 洗 涤，于 膜 上 加 入 Western blot 二

数进行计数，计算平均值，其中滋养细胞侵袭能力即

抗 稀 释 液，震荡 1 h，进行 3 次洗涤，将膜浸入到显

为侵袭细胞相对数目。

影剂中直至出现蛋白条带，通过电泳仪采集图像，得

1.3 观察指标

到电泳图片后通过 Image J 计算灰度值，以比值即目

① 比 较 两 组 产 妇 的 Klotho、Wnt1、β-catenin、

的蛋白灰度值 / 内参蛋白 GAPDH 灰度值之比作为

MMP-2、MMP-9 蛋白相对表达量；②比较病例组轻度

Klotho、Wnt1、β-catenin、MMP-2、MMP-9 蛋 白 相

和重度子痫产妇 Klotho、Wnt1、β-catenin、MMP-2、

对表达量。

MMP-9 蛋白相对表达量；③比较不同产妇滋养细胞

1.2.4 侵 袭 实 验 通 过 侵 袭 实 验 检 测 滋 养 细 胞 系

侵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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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2.2 轻度和重度子痫产妇Klotho、Wnt1、β-catenin、

通过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资料应用均数 ± 标准差（xx±s）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MMP-2、MMP-9蛋白相对表达量比较
重度子痫产妇的 Klotho、Wnt1、β-catenin、MMP-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MMP-9 蛋白相对表达量低于轻度子痫产妇，差异

2 结果

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2.1 两组产妇Klotho、Wnt1、β-catenin、MMP-2、

2.3 不同产妇滋养细胞侵袭能力比较
病例组、对照组产妇滋养细胞侵袭能力分别为

MMP-9蛋白相对表达量比较
病例组产妇的 Klotho、Wnt1、β-catenin、MMP-2、

（23.28±3.28）和（49.86±9.86）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MMP-9 蛋白相对表达量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t=19.654，P < 0.05）。病例组中，轻度、重度

学意义（P < 0.05）。见表 2。

子痫产妇滋养细胞侵袭能力分别为（31.56±1.56）和

表2

两组产妇Klotho、Wnt1、β-catenin、MMP-2、MMP-9蛋白相对表达量比较（ xx±s）

例数

组别

Klotho

Wnt1

β-catenin

MMP-2

MMP-9

病例组

34

7.74±1.36

0.83±0.18

0.71±0.15

2.24±0.37

1.46±0.19

对照组

30

24.61±3.22

1.48±0.24

1.09±0.21

7.07±0.62

5.51±0.43

t值

27.883

12.345

8.402

38.602

49.731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表3

轻度和重度子痫产妇Klotho、Wnt1、β-catenin、MMP-2、MMP-9蛋白相对表达量比较（ xx±s）

子痫程度

例数

Klotho

Wnt1

β-catenin

MMP-2

MMP-9

轻度子痫

19

8.47±1.63

0.96±0.23

0.85±0.19

2.81±0.45

1.69±0.21

重度子痫

15

6.82±1.04

0.67±0.14

0.63±0.12

1.78±0.34

1.12±0.16

t值

3.406

4.288

3.905

7.353

8.697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14.31±4.31）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936，
P < 0.05）
。

多系统综合征，与内皮功能障碍、炎症激活、血管生
成因子失衡和代谢变化有关 [9]。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病例组产妇的 Klotho、Wnt1、

子痫前期是常见的高血压疾病之一，发生率为

β-catenin 蛋白相对表达量低于对照组（P < 0.05），

3%~4%。子痫发作时，多种因素如血压升高、脑血

提 示 子 痫 前 期 产 妇 胎 盘 组 织 中 Klotho、Wnt1、

管意外、脑水肿等都引起孕妇抽搐，而且会出现自主

β-catenin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子痫前期发生及发展

呼吸停止的现象，后期可停止抽搐，并恢复自主呼吸

可能与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功能降低密切相关。

以及意识，但会出现烦躁、易激惹以及困惑等表现，

重度子痫产妇的 Klotho、Wnt1、β-catenin、蛋白相对

对母婴安全危害性较大

[6-7]

。目前，尽管有较多专注

表达量低于轻度子痫产妇（P < 0.05），提示随着子痫

于管理子痫前期的主要指标，包括血清生物学指标

前期产妇病情加重，Klotho、Wnt1、β-catenin 蛋白

和高血压等，但由于缺乏特异性诊断手段，仍有孕妇

表达水平呈明显下降趋势。Wnt1、β-catenin 蛋白

出现子痫前期。因此，积极探索子痫前期的发病机

表达量降低，提示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功能受

制、作用靶点以及针对性强的治疗药物，对于子痫前

到一定抑制。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是一种典型

期防治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关于子痫前期的发病机

的 Wnt- 信号途径，调节多种生物过程，包括增殖、迁

制有很多理论，胎盘异常分化可能导致滋养层迁移

移、侵袭和凋亡等 [10]。Klotho 是一种具有抗氧化和

失败、胎盘浅层植入和胎盘缺血 / 缺氧，随后发生先

抗凋亡活性的蛋白质，能抑制脂质过氧化和炎症，以

[8]

兆子痫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子痫前期是一种

及防止内皮损伤和血管钙化；降低血管硬度，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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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纤维化的发展，还能够增强对氧化应激的抵抗

分泌和分化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J]. 中华老年心脑血管

力，Klotho 蛋白低表达水平与许多疾病发生及发展

病杂志，2020，22（7）：753-756.

有关

[11]

。

[4] 吴佳芸，李玲玲，李瑞菡，等 .TGF-β/Wnt-β-catenin/

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滋养细胞侵袭过程，其是
先兆子痫的一个重要特征

[12]

。多种滋养层细胞亚型

PPARs 轴在高血压及其靶器官损害中的关联与交互
作用 [J]. 医学综述，2021，27（20）：3969-3976.

的快速生成有助于小鼠和人类胎盘发育，然后母体

[5] 张亚平，李金明 . 重度与轻度子痫前期孕产妇临床发病

子宫被重塑，包括基质细胞分化、血管生成和免疫改

风险因素和产检情况分析 [J]. 中国妇幼保健，
2018，33

变，这些关键过程在月经周期分泌期、着床后和胎盘
发育的早期阶段开始 [13]。由于 Wnt 信号在器官发
育和组织内环境稳定中起关键作用，因而有学者认
为，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很可能在滋养层的发
育和分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14]

。 有 研 究 指 出，用

Wnt3a 处理胚胎干细胞可诱导滋养层外胚层干细胞
的形成，该细胞具有分化为海绵滋养层的能力，说明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在滋养层细胞的发育中起
至关重要的作用。基质金属蛋白酶不仅影响细胞外
基质降解，还参与细胞侵袭调节 [15-16]。本研究结果显
示，病例组产妇的 MMP-2、MMP-9 蛋白相对表达量
低于对照组，且重度子痫产妇 MMP-2、MMP-9 蛋白

（8）：1748-1751.
[6] 顾蔚蓉，李笑天 . 子痫前期的干预与管理 [J]. 中国实用
妇科与产科杂志，2020，36（2）：120-123.
[7] 王伽略，林雪燕，杨孜，等 . 单一三级医疗转诊中心的重
度子痫前期临床特点分析 [J]. 中华妇产科杂志，2021，
56（11）：774-781.
[8] 李银萌 . 子痫前期相关因素分析 [D]. 大连：大连医科大
学，2018.
[9] 黄琳，陈敦金，陈兢思 . 子痫前期的预防新进展 [J]. 中国
医师杂志，2020，22（7）：972-976.
[10] 周晓 . 子痫前期胎盘组织环状 RNA 表达谱分析及初
步应用研究 [D]. 南昌：南昌大学，2020.

相对表达量低于轻度子痫产妇（P < 0.05），提示子痫

[11] 邵驾宇，应奇素，钱盈盈，等 .Klotho 通过抑制氧化应激

前期产妇 MMP-2、MMP-9 表达水平明显降低，且随

对肾小管上皮细胞低氧 / 再氧化损伤的影响 [J]. 现代

着产妇病情加重，MMP-2、MMP-9 表达水平呈一定降

实用医学，2020，32（12）：1458-1459，封 2.

低趋势，表明滋养细胞侵袭能力降低，提示滋养细胞
侵袭能力降低与子痫前期发生及发展存在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子 痫 前 期 产 妇 胎 盘 组 织 中 Klotho、

[12] 张丽莉，吕玲，吴歧珍，等 .Let-7i 通过 MDM4 抑制绒毛
外细胞滋养层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J]. 中国妇幼保健，
2019，34（20）：4791-4794.

Wnt1、β-catenin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其低表达与滋

[13] 徐艳艳 . 子痫前期胎盘组织 ERAP-1 的表达量及缺氧

养细胞侵袭能力减弱、子痫前期发生及发展存在一

对滋养细胞 ERAP-1 表达的影响 [D]. 福州：福建医科

定关系。不过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没有进行

大学，2019.

研究以确定子痫前期发生过程中涉及的确切机制，

[14] Tayyar AT，Karakus R，Eraslan Sahin M，et al.Wnt

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Klotho 蛋白与 Wnt/β-catenin 信

signaling pathway in early- and late-onset preeclampsia：

号通路之间的关系。

evaluation with Dickkopf-1 and R-Spondi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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