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灣大學生化科技研究所微生物與細胞專題討論  

題目: Effects of riboflavin/UVA corneal cross-linking on keratocytes and collagen 
fibres in human cornea 

作者：Rita Mencucci, Mirca Marini, Iacopo Paladini, Erica Sarchielli, Eleonora 
Sgambati, Ugo Menchini and Gabriella B Vannelli 

文章來源：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Ophthalmology 38 : 49-56, 2010 
演講人：Cheng-Yang Hsu 許正揚 R98B47412 
指導老師：Chin-Tin Chen, PhD 陳進庭 博士 
演講日期：November 29th, 2010 
演講地點：The 6th Classroom 

摘要 

    圓錐角膜症 (Keratoconus)為一種發生在角膜之非發炎疾病，其出現頻率二

千人中約有一人。此疾病之特徵為患者之角膜將逐漸薄化且產生角膜擴張之情

形，最終導致角膜向外突出成圓錐狀並伴隨視力損傷，而約有百分之二十之患者

必須進行角膜移植手術。近來科學家們發展出一套新的治療方式：Collagen cross- 
inking (CXL)，即透過結合 UVA (370 nm)與核黃素 (Riboflavin)之光化學反應來

增進角膜之堅韌度，並減緩疾病之發展[1]。但截至目前為止，此疾病之成因仍

不清楚；而以 CXL之方法來治療圓錐角膜症，對於患者之角膜會有何影響目前

也尚未完全明瞭。本篇研究作者利用 TUNEL assay、西方墨點法與免疫組織化

學分析，來評估結合 UVA與核黃素之圓錐角膜症的治療方式對於人類角膜細胞

與基質之膠原蛋白纖維所帶來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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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圓錐角膜症為一種角膜退化之疾病，其病因目前尚未明瞭。外觀上之特徵包

括角膜薄化與呈圓錐狀突出，在疾病發展過程中由於角膜持續突出與角膜表皮之

創傷，使患者輕則出現散光，重則造成視力衰退與喪失[2]。以往圓錐角膜症之

治療方式包括角膜移植、配戴硬式隱形眼鏡…等，但這些方法並未能有效減緩疾

病之發展，使此疾病之患者生活受到極大影響。近年來由 Wollensak等人提出之

新的治療方式：Collagen cross-inking (CXL)，利用 UVA (370 nm)與光感物質核

黃素 (Riboflavin)，也已被證實可增強角膜之結構。當以UVA照射核黃素時，會

進行第二型之光化學反應而產生活性氧分子(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進而

促使膠原蛋白之化學鍵結形成使角膜之堅硬度增加，以減緩疾病之發展。 
角膜細胞 (Keratocyte)為角膜基質中之主要細胞，藉由合成膠原蛋白分子與



細胞外基質來維持角膜之透明性與提供物理上之穩定性[3]。先前研究指出此病

患者之角膜中，發現角膜細胞型態改變、角膜細胞密度減少與細胞凋亡 
(Apoptosis) 現象增加[4]。雖然目前對於角膜薄化之成因並不清楚，但有研究指

出患者角膜相較於正常角膜，其內薄層 (Lamella)之數目有明顯降低之趨勢，另

外也證實了角膜薄化是由於其內薄層喪失之緣故[5]。 
    許多學者推測在猪眼實驗模式中，針對舊角膜細胞的取代與新膠原蛋白結構

之形成，角膜細胞進行細胞凋亡是必須的[6]。另外 Wollensak等人於2004年，在

經過交聯處理後24小時的兔眼中，亦觀察到進行細胞凋亡的角膜細胞[7]。先前

研究指出，在兔子眼睛中經過 Riboflavin/UVA 交聯作用處理後，發現其角膜中

膠原蛋白纖維之直徑有加粗之現象，這有可能是角膜生理機能強度增加之原因

[8]。在臨床上，目前也尚未找到角膜細胞減少的意義何在；另外，在進行交聯

作用後，對角膜細胞會帶來什麼影響目前也尚未完全明瞭。在本研究中，作者利

用 TUNEL assay與西方墨點法來偵測角膜細胞是否發生細胞凋亡。另外，作者

也利用免疫組織化學分析，來評估角膜細胞之型態與膠原蛋白纖維之直徑是否有

所改變。 

材料與方法 

 人類角膜樣本 
    人類角膜樣本其來源分為三組：(1) 對照組：五個來自死亡者的眼角膜 
(Eye-Bank of Lucca) (2) 圓錐角膜症組：五個來自圓錐角膜症之患者，在經過角

膜移植手術後取得 (3) 交聯組：五個來自圓錐角膜症之患者，在六個月前接受

交聯 (Collagen cross-linking)之治療方式，接著經過角膜移植手術後取得。捐贈

者之年紀約介於 30 至 40 歲，且三個組別中皆無接受其他角膜外科手術或治療，

處理交聯之組別於五日後滴入抗生素以避免感染。所有的角膜樣本中，作者分析

了相同的直徑範圍。樣本一旦取得後，即刻裁切並處理以進行後續之顯微鏡分析

與西方墨點法。 
 TUNEL (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 mediated dUTP Nick-End Labeling) assay 

    以 Klenow Fragel TM DNA Fragmentation Detection Kit來偵測細胞凋亡 
(Apoptosis)。接著以 Proteinase K (20 mg/mL)於室溫下處理樣本15分鐘。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TdT)此酵素會將標定有 Biotin 之 dUTP 
連接至凋亡細胞內DNA片段之3端，接著以 Streptavidin-horse radish peroxidase 
conjugate來進行偵測。以 3,3′-diaminobenzidine tetrahydrochloride 當作呈色劑，

並以0.3% (w/v) methyl green 當作複染劑。於顯微鏡下觀察玻片，而每一玻片取

15個不同處進行細胞計數。 
 西方墨點法 (Western blot) 

    將 Collagenase (0.5 mg/mL)加入角膜樣本中，於37°C培養20 小時，接著以 
10 000 g 離心15分鐘。沉澱以PBS潤洗後，於冰上加入 Lysis buffer (含有Protease 
inhibitor)，接著於4°C以10 000 g 離心15分鐘。收集上清液後，以 Coomassie 



Bio-Rad protein assay kit 測定蛋白濃度。蛋白(30 mg)以4X Laemmli’s sample 
buffer稀釋後 load 至10% SDS-PAGE。電泳結束後，以 PVDF膜轉印蛋白，並以 
Ponceau S solution進行預染。將 PVDF膜以5% BSA-Tween Tris buffered saline 
(TTBS) buffer於室溫下進行 blocking 一小時，以 TTBS潤洗後，加入 PARP 
{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 primary polyclonal antibody (1 : 1000)於4°C放置

隔夜。再與 Peroxidase conjugated secondary IgG 作用後，接著加入 Enhanced 
chemiluminescence system (ECL plus)並偵測訊號。 

 免疫組織化學分析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ies) 
    玻片以自來水潤洗後，浸入 Ethylenediaminetetraacetic acid (pH 8)並以350 W
微波20分鐘以利抗原暴露。接著使用下列抗體：Monoclonal anti-Ki-67 (1 : 50)、 
Anti-CD-34 (1 : 100) 、Anti-collagen type I (1 : 500)、Anti-α smooth muscle actin (1 : 
100)、Polyclonal anti-desmin (1 : 1000) antibody，於4°C培養隔夜。以PBS潤洗後，

與 Biotinylated secondary antibody培養後，接著與 Streptavidin-biotin peroxidase 
complex作用。以 3,3′-diaminobenzidine tetrahydrochloride 當作呈色劑，再以自來

水潤洗後，將玻片乾燥並封片。對照組玻片則是不加入一抗，最後則是以

Haematoxylin進行複染。另外利用 Computerized image analyser programme (Image 
J)來計算玻片上15處之膠原蛋白的纖維直徑。以 Adobe Photoshop來對 CD34 
staining進行量化。 

 統計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 
    數據以平均值 ± 標準差 (Mean ± SD)來呈現。主要以 One-way ANOVA分

析，P < 0.05則是具有顯著差異。 
 

結果與討論 

 觀察角膜細胞是否進行細胞凋亡 (Apoptosis) 
    首先利用 TUNEL assay 來偵測細胞凋亡。在明視野顯微鏡下可於圓錐角

膜症組別與交聯組別觀察到進行細胞凋亡之細胞。觀察已凋亡之細胞數目，

發現圓錐角膜症組別(4.75 ± 1.28; n = 4)與交聯組別(4.51 ± 1.52; n = 4)皆分

別與對照組距有顯著差異(1.25 ± 0.91; n = 5; P < 0.01, P < 0.05)。另外以 PARP 
antibody 進行西方墨點法分析。當細胞在進行細胞凋亡時，全長(116 kDa)且具

有活性的 PARP 會被切割成不具有活性的較短片段(85 kDa)。由結果可發現，

在圓錐角膜症組別與交聯組別皆可偵測到相較於對照組更多被切割的 PARP
蛋白。經量化之後，圓錐角膜症組別與交聯組別之 PARP 表現量，相較於對照

組，有分別多出 338.8%與 326.4%的表現量。 
 分析角膜細胞之增殖情形 

    以 Ki-67 staining 來分析角膜細胞是否有增殖的情形。在對照組中，幾乎

沒有 Ki-67-positive 的細胞，而在圓錐角膜症組別中也僅偵測到非常少量的

Ki-67-positive 細胞。在交聯組別中，Ki-67-positive 之細胞數目相較於對照組



(2.6 ± 0.54 vs. 0.2 ± 0.11; P < 0.01)與錐角膜症組別(2.6 ± 0.54 vs. 0.4 ± 0.26; 
P < 0.01)皆有顯著之差異。 

 在不同組別中偵測細胞 CD-34 抗原之多寡 
    在正常角膜基質中的角膜細胞會表現 CD-34 抗原，並分布在整層的角膜

中。對照組與交聯組的染色結果有相似之結果，CD-34 抗原規則且均勻地分布

在整層的角膜基質中。然而，圓錐角膜症組別與上述兩組不同，表現 CD-34
抗原之細胞較聚集，且在角膜的前部有很大一區塊的細胞無法偵測到 CD-34
抗原。經過量化結果後發現，圓錐角膜症組別中 CD-34 抗原之密度(79.6% ± 
18.7)，顯著低於對照組(100%)與交聯組(97.9% ± 8.3)。 
   另外，以α-smooth muscle actin 與 desmin 處理三個組別之樣本皆無法偵測

到訊號，顯示這些細胞並不會表現肌纖維母細胞之型態。 
 觀察角膜中膠原蛋白纖維之直徑 

    利用 anti-collagen (type I)抗體來進行免疫組織化學染色，結果發現不論是

對照組或圓錐角膜症組別，相較於交聯組之膠原蛋白之纖維直徑皆有顯著差

異。其中，相較於對照組或圓錐角膜症組別，交聯組之纖維直徑分別增加了

22.6% (3.9 ± 0.9 vs. 3.2 ± 0.8 mm)與 16.1% (3.9 ± 0.9 vs. 3.4 ± 1.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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