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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视网膜色素变性(ADRP)壮族家系的视紫红质基因(RHO)突变特征。方法:抽取 ADRP
壮族家系患者、家庭成员及正常对照者静脉血,提取DNA,聚合酶链反应 (PCR)扩增和直接测序检测RHO 基因5个外显子

及其与内含子交界区域序列。结果:检测到该家系中1例患者的RHO 基因第62位密码子存在ACC和ACT两种杂合类型;
正常对照组发现2名成员的RHO基因IVS3+4C>T突变。结论:RHO基因Thr62Thr与IVS3+4C>T两种沉默型突变

不是ADRP壮族家系的致病原因,系RHO基因的多态现象,其致病基因有待进一步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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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genemutationdetectioninaZhuangfamilywithautosomaldominantretinitispigmentosa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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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studythegenemutationcharacteristicsinaZhuangfamilywithautosomaldomi-
nantretinitispigmentosa(ADRP).Methods:VenousbloodsweredrownandDNAsampleswereextracted
frommembersofaZhuangfamilywithADRP.PCRamplificationandDNAsequencingwereemployedto
detectpotentialmutationsinfiveexonsandrelatedexon-intronjunctionregionsoftheRHOgene.Results:
Aheterogenousgenotype(ACC/ACT)wasdetectedatthecodon62ofRHOgeneinonememberofthe
ADRPfamily,whileaIVS3+4C>T mutationwasfoundonRHOgenein2membersofthecontrol
group.Conclusion:MutationsofThr62ThrandIVS3+4C>TinRHOgenewereonlypolymorphismsof
RHOgeneratherthanpathologicalcausalvariantsforADRPintheZhuangfamily.Thecausalgeneofthis
familyneedsfurtherinvestigation.
Keywords retinitispigmentosa;RHOgene;mutationanalysis

  视网膜色素变性(retinitispigmentosa,RP)是
以光感受器细胞和色素上皮细胞变性,视野进行性
缺损为主要特征的遗传性致盲眼底病[1]。目前己成
为世界中青年人群眼部疾病的主要威胁之一。其遗
传方式主要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RP (autosomal
dominantRP,ADRP),常染色体隐性遗传(autoso-
malrecessiveRP,ARRP),X-染色体连锁遗传(X-
linkedRP,XLRP)和双基因遗传。迄今,发现23个
基因与 ADRP有关[2],其中,视紫红质(rhodopsin,
RHO)基因是最常见的致病基因。本研究对一个

4代广西壮族ADRP的家系及100名正常对照进行

RHO 基因突变检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在广西柳州市眼科医院和广西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就诊的一个具有4代常染色体
显性遗传特征的 RP家系,家系中其他患者以及正
常成员均经医院眼科专家确诊或排除ADRP。该家
系共4代,现存51名成员,其中男23例,女28例,
RP患者11例(男6例,女5例)。根据RP患者家
系谱的特点确定其遗传类型并绘制家系图(图1)。
因第Ⅰ代个体已故,本家系采集到现存3代的家系
成员血样;同时随机选取当地100例无血缘关系、无
RP病史和家族史的健康壮族者作为正常对照组。
1.2 方法

1.2.1 样本采集 本研究已获得患者及其家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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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并严格遵守《赫尔辛基宣言》。采集所有

RP患者、家系的正常成员(家系组)和正常对照组的
外周静脉血3mL,ACD抗凝,用苯酚/氯仿方法提

取白细胞DNA,将DNA溶解于TE缓冲液中,4℃
保存。

图1 ADRP壮族家系图

1.2.2 引物设计 参照文献[3]设计引物,扩增

RHO 基因的5个外显子引物见表1,扩增区域覆盖

RHO 基因的5个外显子的编码区和外显子—内含
子连接序列,并避开文献已报道的RHO 基因多态
位点。
1.2.3 PCR扩增 PCR扩增反应体系(50μL):
2×Taq MasterMix25μL,正、反 向 引 物 终 浓 度

0.4μM,DNA模板(100ng/μL)2μL,加双蒸水至

50μL。反应条件:94℃预变性2min;94℃变性

30s,60℃退火30s,72℃延伸30s,共35个循环;
最后72℃延伸10min。

表1 RHO基因引物序列

外显子 引物序列(5’~3’) 产物长度/bp

1 AGCCACGGGTCAGCCACAAG 422
CCTGCACACCCCACCCACAC

2 GAGTGCACCCTCCTTAGGCA 290
TCCTGACTGGAGGACCCTAC

3 CTGTTCCCAAGTCCCTCACA 260
CTGGACCCTCAGAGCCGTGA

4 TCTGGACCCGGGTCCCGTGT 342
CCTGGGAGTAGCTTGTCCTT

5 TCAAGCCTCTTGCCTTCCAG 165
CGCCTATAGTCGGCCACAGA

1.2.4 测序结果分析 PCR扩增产物送北京三博
志远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纯化后直接进行正反双
向测序。

2 结 果

2.1 临床诊断

  壮族家系患者以夜盲为初始症状,随着年龄增
加,视力下降,视野逐渐变窄,累及双视觉无光感,临
床诊断为原发性RP。家系谱分析:RP性状连续传
播,连续发病,每代男性和女性的发病率比例约为

1∶1,患者的父母有一个患病,父母无病的子女,根
据RP诊断标准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一致,是 AD-
RP家系。
2.2 基因突变筛查

  家系组和正常对照组的RHO 基因中检测到两
个突变,其中内含子突变1个,见表2。

表2 检出的RHO基因点突变

位置 变异碱基 组别 密码子
变异 突变类型

外显子1 480C>T 家系组 T62T 同义突变
内含子3 IVS3+4C>T 正常对照组 — 内含子突变

2.2.1 同义突变 ADRP家系11例患者中,1例

RHO 基因的第62位密码子处出现杂合峰,对其测
序,结果显示在第62位密码子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密
码子(ACC和ACT),其第3位碱基由C变成T,不
导致编码氨基酸的改变(图2),RP患者是杂合突
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家系组和正常对照组的成
员不存在于同义突变的相同位点。
2.2.2 内含子突变 正常对照组2名成员的RHO
基因IVS3+4C>T 突变,呈 C/T 杂合状态(图
3B),此突变在非编码区不编码氨基酸,未引起编码
氨基酸的改变,而家系组及正常对照组其他成员均
呈CC纯合状态(图3A)。

A:正常序列(62密码子C纯合子);B:突变系列(62密码子C>T杂合子)(箭头所示)。
图2 RHO基因第62位密码子附近的DNA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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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正常呈现C纯合子;B:突变时显示C→T杂合字(箭头所示)。
图3 RHO基因IVS3+4附近的DNA序列

3 讨 论

  RP是一种单基因遗传疾病,目前不能有效治

愈,因此确定RP的致病性基因和基于基因突变检
测的优生诊断是非常重要的。到目前为止,23个基
因通过连锁分析和候选基因筛选与ADRP相关,其
中RHO 基因突变引起26.5%的ADRP,国内约为

7%[4-5]。
  RHO 基因位于3q21-q24,包括5个外显子和

4个内含子[6],5个外显子共同编码含348个氨基酸

的视蛋白。此种在视杆细胞特异性表达的蛋白质,
在视觉光电转换的过程中可以激发光级联反应,放
大刺激信号和引起视杆细胞超极化及神经递质的释
放。RHO 基因突变可产生异常视蛋白,致视觉功能
障碍引起RP。在本研究中,选择RHO 基因的5个
外显子的编码区和其与内含子交界区域直接序列

分,发现两个点突变:一个是在外显子1中的同义突
变Thr62Thr;另一个是第3内含子上的突变IVS3
+4。外显子是基因的编码序列,并且密码子分布在
其中。RHO 基因的5个外显子中密码子的分布:外
显子1:第1~121位密码子;外显子2:第122~
177位密码子;外显子3:第178~232位密码子;外
显子4:第233~312位密码子;外显子5:第313~
348位密码子[7]。已有研究报道超过100个RHO
基因突变与RP相关,其中约90%是点突变,并且少

数是小缺失或插入突变。王丹艺等[8]在香港地区的

汉族RP患者RHO 基因的研究中,证实1例480C
>T(Thr62Thr)的患者是RHO 基因多态性。该单
核苷酸多态性(SNP)也在本研究中发现。
  基因的非编码序列内含子存在的意义:一个可
能有利于存储更多的遗传信息;另一个可能有利于

突变和进化。研究发现非编码区序列可因正常剪切
位点突变影响mRNA结构的稳定性或降解,从而影
响蛋白质的翻译,导致蛋白质功能异常和对RP的

易感性增加[9-10]。王丹艺等[8]在研究中发现RHO
基因IVS4-23G>A、RP1基因 N985Y 和 C2033Y
3个SNP单独与RP风险无关,但两对SNP的优势
等位位点的相互作用可能增加RP的风险,并表明
除了RP致病性突变之外,非编码区的序列变化改

变RP的易感性。目前,RHO 基因内含子突变鲜有
报道,本研究仅发现于正常对照组的两名成员的

RHO 基因IVS3+4C>T突变。
  本研究在家系组及正常对照组分别发现的

RHO基因两个突变均不是该家系的致病突变位点,
系单核苷酸多态现象,故其真正的致病基因尚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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