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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本质基质蛋白 １ 糖基化修饰对小鼠
骨骼肌损伤修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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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牙本质基质蛋白 １ 糖基化（ ＤＭＰ１⁃ＰＧ） 在小鼠骨骼肌损伤修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选
取 ５ 周龄（ 年轻） 和 １２ 月龄（ 老龄） 野生型小鼠，通过免疫荧光染色和 ＲＴ⁃ｑＰＣＲ 确定 ＤＭＰ１⁃ＰＧ 在小鼠骨骼肌中的
表达。 通过建立 ５ 周龄 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基因突变小鼠和野生型小鼠骨骼肌冰冻损伤模型，损伤后 ２、７、１４ ｄ 取损伤处

骨骼肌，Ｈ⁃Ｅ 染 色 观 察 骨 骼 肌 愈 合 过 程。 通 过 ＲＴ⁃ｑＰＣＲ 检 测 骨 骼 肌 中 损 伤 修 复 相 关 ｍＲＮＡ 的 表 达 变 化。
结果

ＤＭＰ１⁃ ＰＧ 在年轻小鼠骨骼肌肌纤维连接处大量表达，在老龄小鼠骨骼肌中表达显著下降（ Ｐ＜０ ０１） 。 在年

轻小鼠腓肠肌损伤修复过程中 ＤＭＰ１⁃ＰＧ 表达上调（ Ｐ＜ ０ ０１） ，ＤＭＰ１⁃ＰＧ 缺失后，骨骼肌修复功能减弱，肌再生相
关因子和血管再生因子表达减少（ Ｐ＜０ ０１） ，小鼠腓肠肌损伤修复受到抑制。 结论

牙本质基质蛋白 １ 糖基化修

饰能够通过调节肌再生相关因子和血管再生因子的表达，影响年轻小鼠骨骼肌损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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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８１ 【 文献标志码】 Ａ 【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 ０３９２（２０２０）０２ ０１９８ ０７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ｎｔｉ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 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ｆ
ｍｏｕｓ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ＺＨＯＵ Ｍｅｎｇ⁃ｑｉ， ＦＡＮ Ｑｉ⁃ｑｉ， ＳＵＮ Ｙａｏ
（ Ｄｅｐｔ． ｏｆ Ｉｍｐｌａｎｔｏｌｏｇｙ， Ｓｃｈｏｏｌ ＆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Ｓ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ｏｏｔｈ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ｎｔｉ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 ＤＭＰ１⁃ＰＧ）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ｒｅｐａｉ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ＭＰ１⁃ＰＧ

ｉ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ｏｆ ｙｏｕｎｇ（５ ｗｅｅｋｓ） ａｎｄ ｏｌｄ（ １２ ｍｏｎｔｈｓ） ｗｉｌｄ⁃ｔｙｐｅ（ ＷＴ） ｍｉｃｅ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ｉｍｍｕｎｏ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Ｔ⁃ｑＰＣ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ｒｏｚｅ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ａ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ｃｎｅｍｉｕｓ ｏｆ ５⁃ｗｅｅｋ⁃ｏｌｄ 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ｍｕｔａｎｔ ｍｉｃｅ （ ｗｉｔｈ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ＭＰ１） ａｎｄ ＷＴ ｍ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ｗｅ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ｔ ２， ７ ａｎｄ １４ ｄａｙ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 Ｈ⁃Ｅ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ＲＮＡ ｉ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ＲＴ⁃ｑＰＣ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ＭＰ１⁃ＰＧ ｗａｓ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ｍｏｕｓ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ｉ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ａｇｅｄ ｍｏｕｓ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Ｐ ＜ ０ ０１） ．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ｃｎｅｍｉｕｓ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ｍｉｃｅ，
ＤＭＰ１⁃Ｐ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 Ｐ ＜ ０ ０１） ． Ａｆｔｅｒ ＤＭＰ１⁃ＰＧ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ｍｏｕｓ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ｐａｉ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 ０１）， ａｎｄ ｇａｓｔｒｏｃｎｅｍｉｕｓ ｒｅｐａｉｒ ｗａ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通信作者：

· １９８·

２０１９⁃１０⁃１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７７１０４３）
周梦琪（１９９５—） ，女，硕士研究生．Ｅ⁃ｍａｉｌ： １０２９３３４０５８＠ ｑｑ．ｃｏｍ
孙 瑶．Ｅ⁃ｍａｉｌ： ｙａｏｓｕｎ＠ ｔｏｎｇｊｉ．ｅｄｕ．ｃｎ

Ｔｈｅ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ｉｏｎ

第２期

周梦琪

等： 牙本质基质蛋白 １ 糖基化修饰对小鼠骨骼肌损伤修复的影响

ｏｆ ＤＭＰ１ ｃ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ｍｉｃｅ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ＭＰ１⁃ＰＧ； ｆｒｅｅｚ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ｒｅｐａｉｒ；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骨骼肌是一种含水量极高的弹性结缔组织，在
机体中发挥力量传递及结构支持的作用。 骨骼肌损
伤是运动和生活中最常见的创伤之一，损伤后骨骼
肌需要经历自我修复再生

［１］

。 骨骼肌的损伤和再

生是一个连续病理过程的不同阶段，包括： 骨骼肌
的变性坏死，肌纤维结构破坏；炎性细胞浸润；骨骼
肌干细胞激活；再生肌纤维的分化成熟，直至肌功能
恢复。 骨骼肌的修复依赖多种肌再生因子发挥作
用 ［２］ 。 随着年龄的增长，由于骨骼肌干细胞数量及
微环境的改变，骨骼肌修复能力显著减退 ［３］ 。

近年来，蛋白聚糖（ ｐｒｏｔｅｏｇｌｙｃａｎ， ＰＧ） 在组织的

发育与再生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 近期有研究表
明，多种蛋白聚糖在骨骼肌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表达
降低，并通过调控细胞因子及调节骨骼肌微环境影

响骨骼肌 再 生 ［４⁃６］ 。 牙 本 质 基 质 蛋 白 １ （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ｎｔｉ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 ＤＭＰ１） 是一种酸性

进行的所有实验方案均由同济大学动物伦理委员会
（ ＴＪＬＡＣ⁃０１７⁃０２７） 批准。

１．２

腓肠肌冰冻损伤模型

按照文献［ １１］ 报道方法建立小鼠腓肠肌冰冻

损伤模 型。 使 用 ５ 周 龄 雄 性 ＷＴ 小 鼠 和 ＤＭＰ１⁃
Ｓ８９Ｇ 小鼠建立冰冻损伤模型。 腹腔注射 ０ ３％ 戊

巴比妥钠（５０ ｍｇ ／ ｋｇ） 后，对手术区皮肤进行消毒，
沿胫骨后侧做 ２ ｃｍ 皮肤切口，暴露腓肠肌。 将在液
氮中冷却 １５ ｓ 的金属棒置于暴露的腓肠肌表面冻
融 ３ 个循环，用 ４⁃０ 丝线缝合皮肤， 并将小鼠置于

３７ ℃ 的恒温垫上 ２ ｈ。
１．３

Ｈ⁃Ｅ 染色

在冰冻损伤后 ２、７、１４ ｄ 及 １ 个月，将小鼠麻醉

处死后取伤侧腓肠肌，将腓肠肌放在 ４％ 多聚甲醛
中于 ４ ℃ 放置 ２４ ｈ 后，通过梯度乙醇脱水，包埋在

细胞外基质蛋白，其蛋白质 Ｎ 端（ ＤＭＰ１⁃Ｎ） 经过糖

石蜡中。 对组织切片，每个切片 ４ μｍ 厚。 将切片

ＤＭＰ１⁃ＰＧ 在软骨和类骨质中高度表达，并在骨发育

１．４

基化修饰形成蛋白聚糖形式 的 分 子 ＤＭＰ１⁃ＰＧ ［７］ 。

和骨改建中发挥重要作用［８］ ，缺乏 ＤＭＰ１⁃ＰＧ 的骨组
织呈现老龄骨的特征［９］ ，并且影响骨折愈合［１０］ 。 近
期研究发现在骨骼肌中存在大量 ＤＭＰ１⁃ＰＧ。 然而关
于 ＤＭＰ１⁃ＰＧ 在骨骼肌中增龄性变化和损伤修复中

脱蜡和再水化后，进行 Ｈ⁃Ｅ 染色。
免疫荧光染色

对切片进行抗原修复并用山羊血清封闭处理。

将切片与 ａｎｔｉ⁃ＤＭＰ１⁃Ｎ⁃９Ｂ６ ３（１ ∶ ５００；美国贝勒牙

学院秦春林教授赠予） 一起孵育，在 ４ ℃ 环境过夜。
然后用 ＰＢＳ 洗涤，将切片与用荧光标记的二抗室温

的作用无相关报道。 本研究构建了 ＤＭＰ１ 糖基化位

敷育 １ ｈ 用 ＤＡＰＩ 对切片进行复染色，封片后用荧光

ＤＭＰ１⁃ＰＧ，通过骨骼肌损伤模型探究 ＤＭＰ１⁃ＰＧ 对小

１．５

点突变 （ 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的 小 鼠， 造 成 小 鼠 体 内 缺 乏
鼠骨骼肌损伤修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１
１．１

材料与方法
实验动物
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小鼠由课题组前期设计并委托北

京奥赛图生物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构建。 前期研究发
８９

显微镜（ Ｎｉｋｏｎ Ｅｃｌｉｐｓｅ ８０ｉ，日本尼康公司） 观察。
ＲＴ⁃ｑＰＣＲ 实验

冰冻损伤后 ２、７、１４ ｄ，取冰冻损伤鼠伤侧腓肠

肌，使用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ｎｄ ｃＤＮ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Ｋｉｔ

（ 瑞士 Ｒｏｃｈｅ 公司） 反转录提取 ＲＮＡ。 然后， 使用
ＦａｓｔＳｔａｒ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ＤＮＡ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ｓｔｅｒ Ｋｉｔ （ 瑞 士
Ｒｏｃｈｅ 公司） 和 Ｌｉｇｈｔ Ｃｙｃｌｅｒ ９６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系统（ 瑞
士 Ｒｏｃｈｅ 公司） 分析靶基因的相对 ｍＲＮＡ 表达。 引

现氨基酸 Ｓ 是小鼠 ＤＭＰ１ 主要的糖基化位点，据此

物购自生物工程（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引物序列列

氨酸 ８９，以干扰 ＤＭＰ１ 的正常糖基化过程。 体外和

１．６

平。 年轻（５ 周龄） 及老龄（ １２ 月龄） ＷＴ 小鼠购于

学分析。 采用多个独立样本 ｔ 检验和多因素方差分

光照 ／ １２ ｈ 黑暗循环下在 ＳＰＦ 设施中饲养。 对小鼠

统计学意义。

采用基因敲入技术将 ＤＭＰ１ 的丝氨酸 ８９ 替换为甘
体内实验证明 Ｓ８９⁃Ｇ８９ 明显减少 ＤＭＰ１ 糖基化水
上海南方模式生物有限公司。 所有实验动物在 １２ ｈ

于表 １。 ＧＡＰＤＨ 用作每个基因的内源对照。
统计学分析

实验数据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６ ０ 软件进行统计

析来验证各组评价参数的差异。 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
·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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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引物序列
Ｐｒｉｍｅ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基因

正向引物序列

反向引物序列

ＭｙｏＤ

５′⁃ＧＡＧＣＧＣＡＴＣＴ⁃
ＣＣＡＣＡＧＡＣＡＧ⁃３′

５′⁃ＡＡＡＴＣＧＣＡＴＴ⁃
ＧＧＧＧＴＴＴＧＡＧ⁃３′

Ｍｙｏｇｅｎｉｎ

５′⁃ＣＣＡＧＴＡＣＡＴＴ⁃
ＧＡＧＣＧＣＣＴＡＣ⁃３′

５′⁃ＡＣＣＧＡＡＣＴＣＣ⁃
ＡＧＴＧＣＡＴＴＧＣ⁃３′

ＭＧＦ

５′⁃ＧＣＴＴＧＣＴＣＡＣ⁃
ＣＴＴＴＡＣＣＡＧＣ⁃３′

５′⁃ＡＡＡＴＧＴＡＣＴＴ⁃
ＣＣＴＴＴＣＣＴＴＣＴＣ⁃３′

ＨＧＦ

５′⁃ＡＧＧＡＡＣＡＧＧＧ⁃
ＧＣＴＴＴＡＣＧＴＴ⁃３′

５′⁃ＧＣＴＧＣＣＴＣＣＴ⁃
ＴＴＡＣＣＡＡＴＧＡ⁃３

Ｍｙｆ５

５′⁃ＴＧＡＣＧＧＣＡＴＧ⁃
ＣＣＴＧＡＡＴＧＴＡ⁃３′

５′⁃ＴＴＣＣＧＴＣＧＴＡ⁃
ＧＣＧＴＧＡＴＡ⁃３′

Ｍｙｏｓｔａｉｎ．

５′⁃ＧＡＣＣＣＧＴＧＧＡ⁃
ＴＣＴＧＡＡＴＧ⁃３′

５′⁃ＴＴＣＣＧＴＣＧＴＡ⁃
ＧＣＧＴＧＡＴＡ⁃３′

ＶＥＧＦ

５′⁃ＴＡＡＣＡＧＴＧＡＡ⁃
ＧＣＣＣＴＧＧＡＧＴＧ⁃３′

５′⁃ＴＴＴＧＡＣＣＣＴＴ⁃
ＴＣＣＣＴＴＴＣＣＴＣＧ⁃３′

ＨＩＦ⁃１α

５′⁃ＧＧＣＧＡＧＡＡＣＧＡＧ⁃
ＡＡＧＡＡＡＡＡＧＡＴＧＡ⁃３′

５′⁃ＧＣＴＣＡＣＡＴＴＧ⁃
ＴＧＧＧＧＡＡＧＴＧＧ⁃３′

Ａｎｇｐｔ１

５′⁃ＡＡＣＣＧＧＡＴＴＣ⁃
ＡＡＣＡＴＧＧＧＣＡ⁃３′

５′⁃ＧＡＧＣＧＴＴＧＧＴ⁃
ＧＴＴＧＴＡＣＴＧＣ⁃３′

ＧＡＰＤＨ

５′⁃ＡＣＴＣＣＡＣＴＣＡ⁃
ＣＧＧＣＡＡＡＴＴＣ⁃３′

５′⁃ＴＣＴＣＣＡＴＧＧＴ⁃
ＧＧＴＧＡＡＧＡＣＡ⁃３′

Ｆｉｇ．１

图 １ ＤＭＰ１⁃ＰＧ 在小鼠骨骼肌中的表达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ＭＰ１⁃ＰＧ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５ 周龄和 １２ 月龄 ＷＴ 小鼠骨骼肌中 ＤＭＰ１⁃ＰＧ 的免疫荧光染色；
标尺： １００ μｍ；ｎ ＝ ３， ∗∗Ｐ＜０ ０１

ＭｙｏＤ： 成肌分化抗原；Ｍｙｏｇｅｎｉｎ： 肌细胞生成素；ＭＧＦ： 机械生
长因子；ＨＧＦ： 肝细胞生长因子；Ｍｙｏｓｔａｉｎ： 肌生成抑制蛋白；ＶＥＧＦ：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ＨＩＦ⁃１α： 低氧诱导因子；Ａｎｇｐｔ１： 血管生成素 １

２

结

２．１

果

ＤＭＰ１⁃ＰＧ 在小鼠骨骼肌中的表达
ＤＭＰ１⁃ＰＧ 是 ＤＭＰ１ 蛋白 Ｎ 端的糖基化形式，通

图 ２ ＤＭＰ１⁃ＰＧ 在小鼠骨骼肌损伤后不同时间点的表达
Ｆｉｇ．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ＭＰ１⁃ＰＧ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ｕｓ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ｊｕｒｙ

过免疫荧光染色，用抗 ＤＭＰ１⁃Ｎ 端抗体观察 ＤＭＰ１⁃
ＰＧ 的表达，ＤＭＰ１⁃ＰＧ 在腓肠肌纤维连接处广泛表达
（图 １Ａ、Ｂ）。 此外，与 ５ 周龄 ＷＴ 小鼠相比，１２ 月龄

２．３

ｎ ＝ ３，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０１

ＤＭＰ１⁃ＰＧ 缺失抑制小鼠骨骼肌损伤修复
为了进一步探究 ＤＭＰ１⁃ＰＧ 在小鼠骨骼肌损伤

ＷＴ 小鼠肌纤维连接处观察到少量 ＤＭＰ１⁃ＰＧ（图 １Ｃ、

修复中的作用， 对 ５ 周龄 ＷＴ 小鼠和 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ＤＭＰ１⁃ＰＧ 相对表达量为（０ ０１２ ３±０ ００４ ５），显著高

收取损伤腓肠肌。 Ｈ⁃Ｅ 染色显示，损伤后 ２ ｄ，ＷＴ

Ｄ）。 ＲＴ⁃ｑＰＣＲ 结 果 显 示，５ 周 龄 ＷＴ 小 鼠 腓 肠 肌
于 １２ 月龄小鼠腓肠肌的（０ ０００ ５±０ ０００ ２），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１）。

２．２

ＤＭＰ１⁃ＰＧ 在小鼠骨骼肌损伤修复过 程 中 的

表达
为了观察 ＤＭＰ１⁃ＰＧ 在小鼠骨骼肌再生过程中
的表达，建立了 ＷＴ 小鼠腓肠肌的冰冻损伤模型。
在小鼠 腓 肠 肌 损 伤 修 复 过 程 中， 评 估 ＤＭＰ１⁃ＰＧ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结果显示： 在腓肠肌损伤后 ２ ｄ，
ＤＭＰ１⁃ＰＧ 表达有下降趋势（ Ｐ ＜ ０ ０１） ；损伤后 ７ ｄ，
ＤＭＰ１⁃ＰＧ 表 达 量 显 著 上 调 （ Ｐ ＜ ０ ００１ ） ； 损 伤 后

１４ ｄ，ＤＭＰ１⁃ＰＧ 表达量下降至正常水平（ 图 ２） 。
· ２００·

小鼠建立冰冻损伤模型，分别于损伤后 ２、７、１４、３０ ｄ

小鼠损伤处肌纤维肿胀坏死，大量炎性细胞浸润，
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小鼠炎性细胞浸润较少；骨骼肌损伤后
７ ｄ，ＷＴ 小鼠损伤处出现大量中央成核肌纤维；损

伤后 １４ ｄ，出现大量多核肌纤维融合形成的肌管，
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小鼠损伤后 ７ ｄ 中央成核肌纤维形成
较少，损伤后 １４ ｄ 多数肌纤维仍处于融合状态；损

伤后 １ 个月，ＷＴ 小鼠损伤处出现大量成熟肌纤维，
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组成熟肌纤维较少。 说明在冰冻损伤

后，在 ＷＴ 野生型小鼠中，骨骼肌能够较快的修复，
但是在缺乏 ＤＭＰ１⁃ＰＧ 的小鼠模型中，肌肉损伤修
复的速度减缓，呈现明显修复不良（ 图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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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图 ３ 损伤后不同时间点小鼠骨骼肌 Ｈ⁃Ｅ 染色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ｓ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ｕｓｉｎｇ Ｈ⁃Ｅ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 Ｓｃａｌｅ ｂａｒ ＝ １００ μｍ）

ＤＭＰ１⁃ＰＧ 缺失抑制小鼠骨骼肌再生相关因子

的表达
为探究 ＤＭＰ１⁃ＰＧ 影响小鼠骨骼肌损伤修复的
机制，使用 ＲＴ⁃ｑＰＣＲ 测定损伤后 ２、７、１４ ｄ 小鼠腓
肠肌肌 再 生 相 关 因 子 的 表 达。 结 果 显 示， 损 伤 后

２ ｄ，ＭｙｏＤ ｍＲＮＡ 的表达显著上调，而 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小鼠 ＭｙｏＤ ｍＲＮＡ 表达量显著低于 ＷＴ 小鼠 （ Ｐ ＜

０ ０００ １） ， 见 图 ４Ａ。 ＨＧＦ 和 Ｍｙｆ５ ｍＲＮＡ 表 达 相

似，损伤后 ２、７、１４ ｄ 其表达量显著增加；在损伤后

２ ｄ，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小鼠 ＨＧＦ 和 Ｍｙｆ５ ｍＲＮＡ 表达量

Ｆｉｇ．４

２．５

等： 牙本质基质蛋白 １ 糖基化修饰对小鼠骨骼肌损伤修复的影响

显著低于 ＷＴ 小鼠（ Ｐ ＜ ０ ０１） ，见图 ４Ｃ、Ｅ。 Ｍｙｏｇｅ⁃
ｎｉｎ ｍＲＮＡ 表达量在损伤后 ２、７、１４ ｄ 显著上调，且
在损伤后 ２、７ ｄ， 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小鼠的表达量均显著

低于 ＷＴ 小鼠 （ Ｐ ＜ ０ ０００ １） ，见图 ４Ｂ。 损伤后 ２、

７ ｄ，ＭＧＦ 表 达 量 显 著 上 调， 而 损 伤 后 ７ ｄ ＤＭＰ１⁃
Ｓ８９Ｇ 小鼠的表达量显著低于 ＷＴ 小鼠（ Ｐ＜０ ００１） ，
见图 ４Ｄ。 在损伤后 ２、７、１４ ｄ，Ｍｙｏｓａｔｉｎ ｍＲＮＡ 表达
量显著下调，但在 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小鼠和 ＷＴ 小鼠中
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图 ４Ｆ。

图 ４ ＤＭＰ１⁃ＰＧ 缺失对损伤后小鼠骨骼肌再生因子表达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ＤＭＰ１⁃Ｐ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Ａ： ＭｙｏＤ， Ｂ： Ｍｙｏｇｅｎｉｎ， Ｃ： Ｍｙｆ５， Ｄ： ＭＧＦ， Ｅ： ＨＧＦ， Ｆ： Ｍｙｏｓｔａｉｎ； ｎ ＝ ３，

ＤＭＰ１⁃ＰＧ 缺失抑制小鼠骨骼肌血管再生相关

因子的表达
ＲＴ⁃ｑＰＣＲ 检测结果显示，ＤＭＰ１⁃ＰＧ 糖基化减
少会显著抑制小鼠腓肠肌损伤后 ２ ｄ ＶＥＧＦ ｍＲＮＡ

Ｐ＜０ ０１，

∗∗

Ｐ＜０ ００１，

∗∗∗

Ｐ＜０ ０００ １

∗∗∗∗

的表达（ Ｐ＜０ ０１） ，见图 ５Ａ；而 ＨＩＦ⁃１α ｍＲＮＡ 的表
达在损伤后 ２ ｄ 显著上调（ Ｐ＜０ ０００ １） ，见图 ５Ｂ；损

伤后 ２、 ７、 １４ ｄ， Ａｎｇｐｔ１ ｍＲＮＡ 的 表 达 在 ＤＭＰ１⁃
Ｓ８９Ｇ 组显著上调（ Ｐ＜０ ０１） ，见图 ５Ｃ。

·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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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ＤＭＰ１⁃ＰＧ 减少对损伤后小鼠骨骼肌血管再生因子表达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ＤＭＰ１⁃Ｐ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Ａ： ＶＥＧＦ， Ｂ： ＨＩＦ⁃１α， Ｃ： Ａｎｇｐｔ１； ｎ ＝ ３， ∗∗Ｐ＜０ ０１， ∗∗∗Ｐ＜０ ００１， ∗∗∗∗Ｐ＜０ ０００ １

３

讨

在本研 究 中， 首 先 检 测 了 ＤＭＰ１⁃Ｎ ／ ＤＭＰ１⁃ＰＧ

论

在小 鼠 骨 骼 肌 中 的 增 龄 性 表 达 变 化， 结 果 显 示

骨骼肌再生是一个受多种因素调节的复杂过
程，其再生过程分为 ３ 个阶段

ＤＭＰ１⁃Ｎ ／ ＤＭＰ１⁃ＰＧ 集中表达在年轻小鼠骨骼肌肌

。 第 １ 阶段为损伤

纤维连接处，而在老龄小鼠骨骼肌中表达显著下降。

炎症期，发生于损伤的早期，此时肌纤维结构破坏，

为了进一步探讨 ＤＭＰ１⁃ＰＧ 是否会影响小鼠骨骼肌

周围有大量炎性细胞浸润。 第 ２ 阶段为损伤修复

生成和维持，从而影响骨骼肌损伤修复，对年轻小鼠

［１２］

期，出现在损伤后 ５ ～ １０ ｄ，原本静息状态下的骨骼

建立了经典的骨骼肌损伤模型，并检测有无 ＤＭＰ１⁃

肌干细胞被激活，迁移、增殖、分化，与损伤的肌纤维

ＰＧ 对于骨骼肌的影响。 利用 ＲＴ⁃ｑＰＣＲ 实验检测冰

融合以修复受损骨骼肌。 第 ３ 阶段发生于损伤后

冻损伤后不同修复时间点骨骼肌 ＤＭＰ１⁃ＰＧ ｍＲＮＡ

。 此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存在于细

有下降趋势，这可能是由于损伤处肌肉组织结构被

１４ ～ ２１ ｄ， 此时再生的肌纤维成熟， 称为 组 织 塑 形

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损伤后 ２ ｄ，ＤＭＰ１⁃ＰＧ 表达

胞外基质中的多种蛋白聚糖，在骨骼肌的发育和再

严重破坏导致，而损伤后 ７ ｄ 表达显著上调，损伤后

期

［１，１３⁃１４］

生中的作用在近年来引起了关注。 蛋白聚糖通过调
控一些细胞因子，如 ＭＧＦ

［１５］

和 ＨＧＦ

［１６⁃１７］

影响骨骼

１４ ｄ ＤＭＰ１⁃ＰＧ 表达恢复至正常水平。 这些结果提
示，ＤＭＰ１⁃ＰＧ 参与小鼠骨骼肌损伤修复过程。 氨基

肌干细胞的活化、迁移和增殖，从而影响骨骼肌的发

酸 Ｓ８９ 是小鼠 ＤＭＰ１ 唯一的糖基化位点，并高度保

育、修复。 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肌中大多数蛋白聚

守，据此本研究通过基因敲入技术将该位点的丝氨

糖表达减少，骨骼肌再生能力下降 ［１８］ 。 研究结果表

酸替换为甘氨酸，干扰 ＤＭＰ１ 的糖基化过程，构建

明，表达多配体蛋白聚糖 ｓｙｎｄｅｃａｎ 的骨骼肌干细胞
数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

［１９⁃２０］

。

ＤＭＰ１ 是一种在机体中广泛分布的酸性蛋白，水
解后断裂成 ＤＭＰ１⁃ＮＨ２ 端（简称 ＤＭＰ１⁃Ｎ）和 ＤＭＰ１⁃

了一种缺乏 ＤＭＰ１⁃ＰＧ 的 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小鼠，Ｈ⁃Ｅ 结
果显示，与 ＷＴ 小鼠相比，ＤＭＰ１⁃Ｓ８９Ｇ 小鼠骨骼肌
损伤后炎性细胞浸润较少，损伤后 ７ ｄ 中央成核的
再生肌纤维形成减少，再生肌纤维融合、成熟过程滞

ＣＯＯＨ 端（ 简称 ＤＭＰ１⁃Ｃ）。 ＤＭＰ１⁃Ｎ 通过共价键连

后。 本研究结果表明，ＤＭＰ１⁃ＰＧ 缺失会抑制小鼠骨

接一个糖胺聚糖链形成 ＤＭＰ１⁃ＰＧ，具有蛋白聚糖的

骼肌损伤后修复的关键过程。

特性，其在未矿化的类骨质、前期牙本质、软骨基质中
大量表达，参与牙本质和骨的矿化，调节骨改建，维持
骨细胞外基质环境稳态［２１⁃２２］ 。 研究表明，老龄小鼠骨
组织中 ＤＭＰ１⁃ＰＧ 表达下降，ＤＭＰ１⁃ＰＧ 减少会导致牙

肌肉组织是一种内分泌器官，骨骼肌再生受到
多种因子的调控 ［２４］ 。 骨骼肌再生受到肌源性调控

因子（ ＭＲＦｓ） ＭｙｏＤ、ｍｙｏｇｅｎｉｎ、Ｍｙｆ５ 表达调控 ［２５］ 。
ＭｙｏＤ 和 Ｍｙｆ５ 协同作用使骨骼肌干细胞进入细胞

本质变薄，骨组织骨量下降，骨脆性增加，呈现老龄骨

增殖周期并调控其分化，缺乏 ＭｙｏＤ 会导致骨骼肌

，并且 ＤＭＰ１⁃ＰＧ 的缺乏会导致骨折愈合异

干细胞分化延迟，当敲除 ＭｙｏＤ 和 Ｍｙｆ５ 的基因后，

织，如血脑屏障中表达，并发挥关键作用［２３］ 。 作为机

与骨 骼 肌 干 细 胞 细 胞 分 化， 是 干 细 胞 分 化 标 志

特性

［９］

。 近年来的研究也发现 ＤＭＰ１⁃ＰＧ 在多种软组

增殖的干细胞无法进一步分化 ［２６］ 。 Ｍｙｏｇｅｎｉｎ 也参

体重要的软组织，骨骼肌也有 ＤＭＰ１⁃ＰＧ 的表达，但

物 ［２７］ 。 同时骨骼肌干细胞的激活、增殖、活化还受

常

［１０］

ＤＭＰ１⁃ＰＧ 在骨骼肌中的增龄性变化及对骨骼肌损伤
修复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揭示。
· ２０２·

到 Ｍｙｏｓｔａｉｎ 的负调控 ［２８］ 。 骨骼肌受损后，除了肌肉
本身，血管、浸润的炎性细胞、细胞外基质也会释放

第２期

周梦琪

相关因子，诱导骨骼肌再生，包括成 ＭＧＦ 和 ＨＧＦ。
本研究测定了上述因子在小鼠骨骼肌损伤修复过程
中的表达，结果显示骨骼肌损伤后多种 ＭＲＦ 表达显

等： 牙本质基质蛋白 １ 糖基化修饰对小鼠骨骼肌损伤修复的影响

［６］

ＤＭＰ１⁃ＰＧ 缺失后小鼠骨骼肌损伤修复异常可能是

［７］

由于肌再生因子表达受到抑制。 此外，血管再生也

环境的 稳 态

［２９⁃３０］

。 有 研 究 表 明 ＨＩＦ⁃１α、 Ａｎｇｐｔ１ 和

ＶＥＧＦ 可直接参与骨骼肌损伤修复

［３１⁃３３］

［８］

。 本研究结

果显示，ＤＭＰ１⁃ＰＧ 缺失后在小鼠骨骼肌损伤修复过
程中 ＶＥＧＦ 表达下降，ＨＩＦ⁃１α、Ａｎｇｐｔ１ 表达上升，说

受到抑制，进而抑制骨骼肌再生。

［９］

［１０］

综上，本研究结果表明 ＤＭＰ１⁃ＰＧ 在小鼠骨骼

肌肉损伤修复的速度减缓，修复成度明显不良，且这
种抑制作用可能与 ＤＭＰ１⁃ＰＧ 缺失导致的肌再生相
关因 子 和 血 管 再 生 因 子 表 达 异 常 有 关。 但 是 当
ＤＭＰ１⁃ＰＧ 恢复至正常水平后，小鼠骨骼肌损伤后修

［１１］

［１２］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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