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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EDITORIAL

中西医与分子靶向综合治疗胰腺癌的进展
曹志成

曹志成,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博士, 国际认证自然疗法博
士, 加拿大注册自然疗法医师, 伊利沙伯医院临床肿瘤科肿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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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观点:
外感六淫

→

摘要
胰腺癌预后不良, 死亡率高居消化道癌症第5
位. 现代医学对胰腺癌的病因尚未完全清楚,
但随着肿瘤发生、发展分子机制的逐步了
解, 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的区别将会更加明确,
一些癌细胞特有的分子靶点将成为胰腺癌诊
疗的有用工具. 基因检测和蛋白质检测, 以及
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为本病常用
的诊疗方法. 另一方面, 中医辨证施治、标本
兼治、阴阳平衡等方法和理论, 如能恰当地
融合到西医对胰腺癌的综合诊疗中, 定将提
高治愈率, 并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此外,
分子靶向治疗如免疫治疗、核糖核酸干扰等
在近年来蓬勃兴起, 尽管其技术仍需改善, 疗
效有待提高, 但已给恶性肿瘤的诊疗带来了
希望. 本文对胰腺癌作出较详尽的介绍, 并阐
述目前胰腺癌诊疗的最新进展.

■背景资料

西医观点:

水津不运

血行不畅

痰血阻脾

内伤七情 → 脾 →津停为痰→血停而瘀→结聚成瘤

→

曹志成, 伊利沙伯医院临床肿瘤科 香港特别行政区

饮食不节
图 1

胰腺癌的多步骤癌变机制.

活期少于6 mo[2].
1 病因及高危因素
现代医学对胰腺癌的病因尚未清楚, 西医认为
本病的成因有: (1)吸烟. 吸烟者罹患胰腺癌是
非吸烟者的2倍 [3-4]; (2)经常进食高动物脂肪和
蛋白、或含亚硝酸盐类食物者，属高危发病
人群[5]; (3)1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胰腺癌者较一般
人高2倍[6]; (4)亦有认为胰腺癌与家族性慢性胰
腺炎或胰腺结石有一定关系, 但目前尚未完全
确定(图1). 胰腺癌属中医脾积、积聚、黄疸范

曹志成. 中西医与分子靶向综合治疗胰腺癌的进展. 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 2006;14(21):2049-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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畴, 其病位在脾, 中医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有:
(1)外感湿毒, 损伤脾气, 脾运失司, 水湿不化,
郁而化热, 湿热内蕴, 酿毒结瘤; (2)脾居中州,
为气机升降之枢纽, 内伤忧思, 抑郁伤脾, 脾气

0 引言
胰腺癌预后不良, 其发病率近年有显着上升趋
势.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资料显示, 全球每年
新发病例约23.2万, 为世界第13大常见恶性肿

郁结, 升降失常, 水津不运, 血行不畅, 津停为
痰, 血停而瘀, 痰血阻脾, 结聚成瘤; (3)饮食不
节, 内伤酒食, 伤脾损胃, 聚湿生痰, 痰湿瘀血
结聚于脾, 日久不散, 酿生癌瘤(图1).

瘤, 死亡人数约22.7万, 为消化道癌症第5号杀
手. 我国年发病人数约4.3万, 每年约有3.7万人

2 临床诊断

死于此病, 死亡率占癌症中的第7位 [1]. 据统计,

根据胰腺癌的发生部位, 可分为胰头癌、胰体

只有约15%病例可进行手术治疗, 5 a生存率不

癌、胰尾癌和全胰癌, 其临床表现隐匿, 且发

足3%, 超过90%患者在确诊后1 a内死亡, 平均存

病迅速, 常见症状有: (1)腹痛. 胰头癌常有右

www.wjgnet.com

胰腺癌是死亡率
最高的恶性肿瘤
之一, 由于难以早
期确诊, 增加了手
术的局限性, 加上
本病对放、化疗
不敏感, 患者平均
生存期少于6 mo.
近年个体化中西
医综合诊疗的提
倡, 与分子靶向治
疗的迅猛发展, 为
胰腺癌的治疗带
来了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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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人类基因图谱的
完成是恶性肿瘤
研究的新的里程
碑, 先进的基因组
和蛋白质组科研
平台, 加速了分子
靶向诊疗的研究
发展, 本文对前沿
性的胰腺癌分子
靶向治疗作了具
体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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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腹痛, 胰体、胰尾癌多见中上腹痛或左上腹

ATM : 从单核甘酸多态性研究显示, 这些基因与

痛; (2)黄疸和皮肤瘙痒; (3)体质量下降. 常规诊

胰腺癌生存期的缩短有关[17]; (8)甲基化检测: 利

断有: (1)胃肠X线钡餐检查、选择性血管造影

用甲基化特异性基因扩增(MSP)技术量化胰腺

[7]

(SAG)、纤维胃镜超声检查 或内镜下逆行胰胆

液中基因(如cyclin D2, FOXE 1, NPTX 2, ppENK ,

管造影(ERCP), 有助于与胃部疾病区别; (2)血清

p 16, Reprimo 和TFPI 2等)甲基化的变化, 可有助

免疫生化检测可将急慢性胰腺炎、肝炎、胆囊

胰腺癌的诊断[18-19].

炎与本病相鉴别; (3)B超、增强螺旋CT扫描或

2.3 蛋白质检测 胰腺癌患者血清中IL-10, TGF-β,

磁共振成像(MRI), 可与胆石症、原发性肝癌、

VEGF, PSCA和KU-CT-1呈高表达[20-23], 组织中

壶腹周围癌相鉴别; (4)正电子放射断层扫描

E G F R亦呈高表达 [24], 可作为免疫治疗的靶点;

(PET)采用定量或半定量方法计算胰腺癌组织中
18

应用质谱技术发现血清fibrinogen-γ[25]和自身免

的 F-FDG含量, 有助于胰腺癌与慢性胰腺炎的

疫抗体DDX48[26]在胰腺癌中明显升高, 可作为

鉴别诊断, 其敏感性可达94%, 特异性为88%, 但

与正常病例区分的生物标志; 用蛋白质组定量

该方法因费用昂贵, 不适于常规临床应用; (5) 胰

分析则发现, 载脂蛋白E, α-1-抗胰凝乳蛋白酶,

腺活组织检查可确诊高度怀疑的病例.

inter-alpha-trypsin inhibitor, 组织蛋白酶D, 巨噬

2.1 肿瘤标记物 目前已发现一些与胰腺癌相关
的肿瘤标记物, 但由于特异性偏低, 且对瘤体
较小的病例阳性率低, 尚未被广泛应用, 临床
常用的标记物有以下几个: (1)CA19-9: 其敏感
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为83%, 73%和75%,
但小于2 cm的胰腺癌阳性率仅61%; (2)CA50:
与CA19-9同属Lewis系统抗原, 两者无需同时
测定, 但C A50和C A242联合检测则可提高敏
感性; (3)MIC-1: 与正常组比较, 其受试者作业
特征(R O C)曲线评价结果高达0.99, 与慢性胰
腺炎比较亦有0.81, 比CA19-9更具诊断价值 [8];
(4)Span-1: 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1%和68%,
但小于2 cm的胰腺癌阳性率仅56%; (5)Dupan-2:
敏感性约60%, 若与CA19-9联合检测阳性率可
提高到95%; (6)CEA(癌胚抗原): 阳性率约79%,
CEA阴性者平均生存期为39 mo, 可用以判断预后.
2.2 基因检测 随着肿瘤发生、发展分子机制的阐
明, 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的区别将会更加明确, 一
些癌细胞特有的分子靶点将成为胰腺癌诊疗的
有用工具[9]. (1)ras : 胰腺癌有高表达k -ras 基因, 阳
性率达90%, 而胰腺其他疾病不具有这种标志性
改变, ras 基因突变的检测, 可能成为早期诊断胰

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纤维连接因子受体, 抑制蛋
白1, IGFBP-7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2均
与胰腺癌有关[27-29]; 亦有用表面增强激光解吸离
子化-飞行时间质谱(SELDI-TOF MS)技术检测
到一系列可能与胰腺癌相关的生物标志[30-31].
3 治疗
因胰腺癌早期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 确诊时往往
已届晚期, 治疗效果差, 死亡率高, 常用治疗手段
分述如下.
3.1 西医治疗 近年肿瘤治疗越来越趋向综合治
疗方向发展, 下列常规治疗手段除单独使用外,
更常合理地综合应用, 提高治愈机会[32]. (1)手术
治疗: 为主要治疗方法, 胰头癌多采Whipple手
术(PD), 壶腹周围癌或壶腹部癌可用保留幽门的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PPD), 癌组织涉及全胰但
无肝转移及腹膜种植者, 可采取全胰切除术, 胰
体尾部无癌转移者可采用胰体尾切除术(DP), 癌
组织与周围器官广泛浸润并向远处转移者, 可
采用姑息性外科治疗缓解黄疸症状[33-34]; (2)放射
治疗: 在术前、术中、术后或化疗期间施行放

腺癌的可靠分子生物学手段[10-11]; (2)C-erbB -2和

疗对胰腺癌有一定抑制作用, 可延长患者生存

COX -2: 其基因产物在胰腺癌中呈高表达, 与肿瘤
大小及预后有关[12]; (3)p 16, p21和p 53: 在胰腺癌中

期[35-37]; (3)化学治疗: 虽然胰腺癌对化疗药物不
敏感, 但化疗可延长生存期, 使部分病情得以缓

表达率高的抑癌基因, 具有特异性, 对良、恶性胰

解, 如以raltitrexed-oxaliplatin联合化疗来治疗单

腺肿瘤具鉴别价值 ; (4)Rap1GAP : 在1p35-p36上

药gemcitabine耐药患者的胰腺癌转移[38], 实验显

[13]

Rap1GAP 的缺失与胰腺癌有关[14]; (5)PD2/hPaf1 :
在19q13上PD2/hPaf1 的高表达与胰腺癌的发展有
关[15]; (6)S100A 6: 采用微阵列芯片(microarray)检
测胰腺液中S100A 6信使核糖核酸, 可有效鉴别胰
腺癌与非恶性肿瘤患者[16]; (7)RecQ 1, RAD54L和

示trichostatin A联合其他化疗药物一同使用, 有
增效作用[39], 临床试验证明口服药物erlotinib联
合gemcitabine能延长晚期患者的生存期[40], 而
gemcitabine联合epirubicin治疗晚期胰腺癌患者
亦已进入Ⅱ期临床试验, 效果令人鼓舞[41], 其他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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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联合化疗方案有FAM, FAP和MA等.

生长表型, 或诱导细胞凋亡, 从而达到控制胰腺
[45]

3.2 中医治疗 中医治疗胰腺癌讲求辨证论治, 按

癌细胞异常生长的目的 ; (2)病毒基因治疗. 利

其个体临床症状可分为: (1)气滞血瘀、络脉瘀

用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中抑癌基因(如p 53, Rb

阻者, 方以金铃子散合失笑散加味, 用以行气活

等)的差别, 以蛋白质(如E1A, E1B等)缺陷的腺

血、散结止痛; (2)痰瘀交凝、积聚于脾者, 方以

病毒导入胰腺癌组织, 病毒的大量繁殖可导致

膈下逐瘀汤合涤痰汤化裁, 用以涤痰化瘀、软

肿瘤细胞裂解死亡[46]; (3)自杀基因治疗. 把自杀

坚散结; (3)邪毒内攻、胆火上炎者, 方以茵陈蒿

基因(如TK , CD , mda-7 /IL- 24, PNP , XGPRT 等)

汤合黄连解毒汤加减, 用以清热解毒、利胆泄

转染至胰腺癌细胞中, 能将前体药物(如A C V,

浊; (4)气虚血弱、脉络瘀阻者, 方以十全大补汤

G C V等)转化为对分裂细胞具杀伤作用的代谢

加减, 用以益气养血、化瘀散结.

产物, 从而特异性地杀伤胰腺癌细胞[47-48]; (4)修

3.3 中西医结合治疗 胰腺癌的治疗目前尚无新

饰基因治疗. 把多药耐药基因(MDR)导入体内

的突破, 仍以早期手术切除为首选, 但手术切除

的造血干细胞, 使其具有比胰腺癌细胞更强的

率不高, 确诊时大多数为中晚期患者, 因此适宜

化疗药物耐受力, 可以提高临床化疗剂量和时

用个体化中西医结合治疗, 常用治疗方案有: (1)

间, 减轻对骨髓细胞的损害[49]; (5)核糖核酸干扰

手术与中医药结合治疗. 根治手术后可以中药

(RNAi). RNAi识别可以精确到一个核苷酸, 对

健脾和胃、益气养血, 仅作姑息性手术治疗者,

由野生型点突变形成的癌基因(如ras , LSM -1,

术后可用中药改善体质, 增强机体抵抗能力; (2)

p 53等)和蛋白质(如Mirk, MUC1等), 能够产生

化疗与中医药结合治疗. 健脾益气中药可减轻

准确有效的封闭效果, 其他正常野生型基因则

化疗毒副反应, 如红、白细胞和血小板低下, 也

不受影响. 基因的突变在胰腺癌的发病及发展

可减少哆嗦、乏力等症状, 更能提高疗效; (3)手

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通过改变癌基因的表达, 可

术、放疗与中医药结合治疗. 根治手术后采用

以杀灭肿瘤或抑制肿瘤生长, 而利用RNAi技术

放疗和长期以疏肝健脾中药治疗, 对提高远期

调控基因(如GADD45 )和蛋白质(如X染色体相

生存具有一定意义; (4)手术、化疗与中医药结

关联细胞凋亡蛋白抑制剂)的表达, 能控制胰腺

合治疗. 姑息性手术治疗后结合扶正固本中药

癌细胞的增殖[50-54], 或减轻化疗抗药性[55], 近年

和化疗药物, 对改善生存质量和延长生存期有

更引进崭新的小型干扰核糖核酸(siRNA)技术,

一定帮助.

以此调控notch-1信号途径减低NF-κB, VEGF和

3.4 疼痛治疗 胰腺癌患者多伴有痛症, 且疼

M M P s在胰腺癌细胞中的高表达, 可抑制其侵

痛难忍, 痛时常不能平卧, 夜间加重, 影响进食

略和扩散[56], 亦有利用survivin基因特异siRNA

和睡眠, 止痛方法有: (1)阿司匹林. 适用于轻

抑制胰腺癌细胞的生长[57-59]; (6)免疫治疗. 将血

至中度疼痛; (2)吗啡. 用于缓解中度至重度疼

管生成抑制剂(如angiostatin, bevacizumab[60-61],

痛; (3)神经阻滞. 经皮或术中注射药物行内脏

endostatin和PEDF[62]等)注射到体内, 阻抑肿瘤血

神经阻滞, 通过化学方法破坏腹腔神经节; (4)

管形成, 使胰腺癌细胞因供养不足而凋亡[63]; 也

针刺. 体针可取三阴交、太神、公孙(双侧), 耳

有利用免疫调控剂(如IL-2[64], virulizin等[65])或细

针可取交感、神门、三焦、脾穴(双侧); (5)中

胞凋亡抑制剂(如survivin[66])注射到体内, 以增强

药. 徐长卿和雷公藤均具止痛效力, 可用水煎服.

患者抗病能力, 延长存活期并改善生存质量; 此

3.5 分子靶向治疗 目前用以治疗胰腺癌最常用

外, 亦有采用单株纯种抗体抑制胰腺癌中高度

的基因治疗方法, 是将靶向基因载体直接注射

表达的结缔组织生长因子, 以期控制肿瘤的生

或导入体内的肿瘤组织, 进行局部性基因治疗,

长和转移[67]; 还有用基因治疗联合免疫治疗(如

近年更采用联合基因治疗, 以增强疗效, 由于

UPRT/5-FC联合TRA-8)以增强抗癌能力[68-69].

能针对肿瘤内特有的基因变异情况进行修复或

3.6 饮食调理 人类80%-90%的癌症与环境相关,

促使肿瘤细胞死亡, 基因治疗具有广阔的应用

其中约35%与饮食有关, 饮食调理的目的, 是合

→

[42-44]

, 常用分子靶向治疗策略有: (1)抑癌基

理安排饮食, 保证充分的营养, 提高身体免疫功

因治疗. 将具有正常功能的野生型抑癌基因(如

能, 巩固治疗效果, 防止癌症复发. 研究显示, 多

p 53, p 21, Rb , Thoc1 /p 84等)转染至胰腺癌细胞

吃蔬果(如卷心菜)可减低患胰腺癌的机会[70]. 而

中, 重建失活的抑癌基因功能, 恢复细胞的正常

中医食疗则提倡和胃通腑、清肝消痞、健脾益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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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文对胰腺癌的
诊疗做了较全面
的总结和资料汇
编, 更针对胰腺癌
的特性, 详细介绍
其中西医综合诊
疗的方法, 对易为
人忽略的饮食调
理和先进的分子
靶向治疗亦有详
尽的介绍, 对临床
研究有一定参考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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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 甲基化特异性
基因扩增(MSP):
用基因扩增技术
直接检测基因组
上癌基因或抑癌
基因的甲基化状
态, 显示基因是否
活化, 来预示癌变
的可能性, 如抑癌
基因p 16的GC岛
在多种癌变中甲
基化, 被抑制表
达, 通过MSP可检
测此基因GC岛的
甲基化情况.
2 表面增强激光
解吸离子化: 飞行
时间质谱(SELDITOF MS)-利用激
光脉冲使芯片中
的分析物解吸形
成荷电离子, 根据
不同质荷比, 离子
在仪器场中飞行
的时间长短不一,
由此绘制出一张
质谱图来, 经计算
机处理可形成模
拟谱图, 直接显示
样品中各种蛋白
质的分子量、含
量等信息, 将它与
常人或某种疾病
患者谱图进行对
照, 能够发现和捕
获新的疾病特异
性相关蛋白质及
其特征.
3 小型干扰核糖
核酸(siRNA): 是
抑制目标基因
的有力手段, 运
用21-25个双链
的siRNA来干扰
目标基因表达,
siRNA与目标基
因是同源的, 而
改良的叉状双链
siRNA, 其有义链
的3'端有1-4个与
反义链不匹配的
碱基, 这种分子在
哺乳类动物细胞
中能够增加传统
RNAi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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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现列举一些调理胰腺癌食疗如下: (1)牛奶淮
山糊. 具健脾补中、生津养胃功效, 用于不思饮
食者; (2)山楂香橼煎. 具理气消食、利膈祛瘀

6

功效, 用于腹痛呕吐纳呆者; (3)粉葛猪胰汤. 具
生津润燥、补脾益肺功效, 用于腹胀口干、便
燥纳差者; (4)夏枯草甜瓜猪胰汤. 具清热利尿、
养肝除烦、生津止渴功效, 用于纳差、形体消

7

瘦、左胁疼痛者; (5)猪肉猪胰煲魔芋. 具解毒散
结、补脾润燥功效, 用于上腹胀满疼痛者; (6)桂
花莲子粥. 具化痰散瘀、补益脾胃功效, 用于腹
胀痛纳差者; (7)黄花木耳瘦肉汤. 具清肝养胃、
祛瘀退黄功效, 用于消瘦乏力伴腹胀黄疸者; (8)

8	

蜗牛瘦肉煲鸡骨草. 具清热利湿、疏肝和脾功
效, 用于体虚纳呆伴黄疸腹水者; (9)大蒜田七焖
鳝鱼. 具补虚健脾、祛瘀止痛功效, 用于晚期腹
胀疼痛、体虚纳差者; (10)桃仁人参粥. 具补中
益气、润燥祛瘀功效, 用于晚期腹痛呕吐、形
神俱衰者.
胰腺癌治愈率低, 生存期短, 患上本病几近
被判死刑, 虽然外科手术、放疗和化疗技术日

9

10

11

益进步, 但依然未能控制此顽疾. 治癌如用兵,
有正有奇, 正者法度, 奇者不为法度所绑. 中医
辨证施治、标本兼治、阴阳平衡等方法和理论,
如能恰当地融合到西医对胰腺癌的综合诊疗中,

12

定将提高治愈率并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另
一方面, 癌基因的发现及其功能的逐步明确, 无
疑是肿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胰腺癌研

13

究得以进入一个崭新的分子时代. 分子靶向治
疗在近年来蓬勃兴起, 尽管其技术仍需改善, 疗
效有待提高, 但已给恶性肿瘤的诊疗带来了曙

14

光, 不难预见, 将来胰腺癌治疗的突破很可能依
赖个体化中西医综合治疗的实践和分子靶向治
疗的成熟应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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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clarify whether protein kinase B (PKB)
serine phosphorylation pathway is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induced by high-fat diets.
METHODS: Sixty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 B and C. The rats
in group A served as controls, and those in
group B and C were fed with high-fat diets for
16 wk. Meanwhile, the rats in group C were also
treated with rosiglitazone 4 mg per day. At the
end of 16th wk, all the animals were sacrificed.
Liver index (liver/body weight ratio), serum acwww.wjgnet.com

tivities of liver-associated enzymes, blood lipids,
liver index, fasting blood glucose, fasting plasma
insulin, liver histology and liver ultrastructure
were assayed in all the groups. The expression
of serine phosphorylated PKB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liver histolog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by
light and electron microscopy�.
RESULTS: The liver index, plasma triglycerides
(TG), homeostasis model assessment of insulin
resistance (HOMA-IR), serum activities of alanine aminotansferase (ALT), gamma glutamyl
transferase (GG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group B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controls
(3.96% ± 0.32% vs 2.31% ± 0.21%, P < 0.01; 2.87
± 0.3 mmol/L vs 0.56 ± 0.20 mmol/L, P < 0.05;
15.59 ± 1.7 vs 1.79 ± 1.7, P < 0.05; 1108.5 ± 0.61
nkat/L vs 231.7 ± 0.23 nkat/L, P < 0.05; 1700.3
± 0.92 nkat/L vs 158.4 ± 0.63 nkat/L, P < 0.05),
while the expression of serine phosphorylated
PKB was markedly lower (34.2% vs 89.06%, P
< 0.01). Macroscopic and microscopic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lipid accumulation in the
liver was observed as early as 2 wk after high-fat
diets used used; a fatty liver phenotype developed at 12 wk; and severe steatosis, mainly as
microvesical steatosis, lobular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and necrosis, occurred at 16 wk. Electron microscopy showed that the structures of
cell organelle disappeared, and the ruptured mitochondrial crista or vacuole-like mitochondria
was observed. However, the histopatholog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were notably alleviated in group C.
CONCLUSION: PKB signaling pathway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NAFLD induced
by high-fat diets.
Key Words: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Protein
kinase B; Serine phosphorylation; High-fat diets;
Insulin resistance
Han JW, Zhan XR, Yin HQ, Liang GM, He Q, Wang
YY. Role of protein kinase B serine phosphorylation

■背景资料

非酒精性脂性肝
脏疾病(NAFLD)
是最常见的弥漫
性肝脏病变之
一, 15%的患者可
以从单纯的脂肪
肝转变为肝纤维
化、肝硬化, 甚
至3%的患者可能
进展为肝功能衰
竭. 流行病学显
示: 在不同的国家
中NAFLD的发病
率约占20%-34%,
肥胖人的发病率
高达57%-74%. 无
症状性转氨酶升
高的患者中, 在
排除了其他肝病
后约42%-90%是
由NAFLD引起
的. 在肥胖人群中
发NAFLD病率增
加4-6倍, 在我国
有1/3的糖尿患者
患有NAFLD. 在
我国肥胖人群中
2/3以上患有肝脂
肪变性, 在发达
国家NAFLD与2
型糖尿病一样可
发生于任何年龄,
NAFLD并有不断
增加的趋势, 严重
地威胁着人们的
健康, 有效地控制
NAFLD的发生已
成为全球关注的
热点.

2056
■研发前沿

目前研究显示
NAFLD的发生与
胰岛素抵抗有关,
基于此, 本研究试
图以胰岛素传导
通路的关键酶-磷
酸肌醇激酶3激酶
/蛋白激酶B(PKB)
为线索, 观察使用
胰岛素增敏剂前
后PKB活性和在
肝脏中的表达情
况与肝脏组织学
和超微结构的变
化关系, 探讨脂质
在肝脏中的蓄积
的机制并寻找出
治疗NAFLD的有
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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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在肝脏中蓄积是NAFLD发病的基础.
有关I R所导致的脂质在肝脏中蓄积的发
病机制并不完全清楚, 众所周知, 在肝脏中, 胰

摘要
目的: 探讨蛋白激酶B丝氨酸磷酸化在高脂诱
导大鼠非乙醇性脂肪肝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岛素通过肝细胞表面受体及细胞内的调节, 如
PI3/PKB(磷酸肌醇激酶3激酶/蛋白激酶B)即控
制脂代谢又控制糖代谢, 胰岛素信号传导通路
PI3/PKB途径发生障碍是导致IR的主要机制[5],

方法: 选Wistar大鼠60只, 随机分为正常对照
组(n = 20), 高脂组(n = 20)和高脂+罗格列酮
组(n = 20). 分别用正常、高脂和高脂+罗格列
酮饲料喂养16 wk, 处死, 观察血脂、胰岛素、
肝功, 肝脏组织学及超微结构的变化, 免疫组
化法检测丝氨酸磷酸化的蛋白激酶B在肝脏
中的表达.

基于此, 我们试图通过分析胰岛素传导通路中

结果: 高脂组16 wk后, 肝细胞中出现大量的脂
肪滴, 小叶内及汇管区炎性细胞浸润并伴有点
片状坏死. 超微结构示: 细胞器结构消失, 线
粒体嵴断裂或空泡变. 肝指数、甘油三酯、
胰岛素抵抗指数、肝脏谷丙转氨酶(ALT)、γ氨基酰胺转肽酶(GGT)(分别为3.96%±0.32%,
2.87±0.3 mmol/L, 15.59±1.7, 136.7±0.26
nkat/L和1700.3±0.92 nkat/L)较正常对照组
(2.31%±0.21%, 0.56±0.20 mmol/L, 1.79±
1.7, 125.0±0.14 nkat/L和158.4±0.63 nkat/L)
相比明显增加(P <0.01或P <0.05). 高脂组肝脏
蛋白激酶B蛋白表达量为34.2%, 与正常对照
组的89.06%相比明显减弱(P <0.01).

购自哈医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结论: 高脂可能通过抑制蛋白激酶B的活性的
表达影响胰岛素信号传导而产生胰岛素抵抗
进而参与了非乙醇性脂肪肝的形成.
关键词: 非乙醇性脂肪肝; 蛋白激酶B; 丝氨酸磷酸
化; 高脂饮食; 胰岛素抵抗
韩继武, 詹晓蓉, 阴惠清, 梁桂敏, 何强, 王月影. 蛋白激酶B丝氨

的关键酶-蛋白激酶B (PKB)的表达情况与肝脏
组织学和超微结构的变化的关系探讨脂质在肝
脏中的蓄积的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用♂Wistar大鼠60只, 体质量160-180 g,
合格证号: 黑动字第P00102008号. 正常普通饲
料由本实验中心提供, 其组成中小麦面占10%,
麸子占30%, 玉米面占30%, 豆饼占20%, 鱼粉
占5%, 骨粉占2%, 酵母占2%, 氯化钠占1%. 高
脂饲料为在普通饲料中添加10%猪油, 2%胆固
醇, 0.2%甲基硫氧嘧啶, 0.5%胆盐. 人胰岛素试
剂盒批号(Tarrytown, NY 10591-5079 USA), 购
自拜耳公司, PKBSer473兔抗鼠PKB多克隆抗
体和羊抗兔I g G/H R P (S A1022, 二抗)均购自
SentaCruzBiotechInc. (Calif. USA). 胆固醇购自
Sigma公司.
1.2 方法 所有大鼠适应性喂养3 d后, 随机分为2
组, 正常对照组(Con, n = 20)给予普通饮食喂养;
高脂组和高脂组+罗格列酮(n = 20)分别给予含
20%脂肪的高脂食料和高脂组每日加用罗格列
酮4 mg/(kg·d)喂养16 wk, 高脂组病理证实造模
成功. 肝指数: 肝湿质量/体质量×100%. 生化指
标检测: 大鼠0 wk左眼底静脉丛采血1 mL; 第

酸磷酸化在非乙醇性脂肪肝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世界华人消化

16周时禁食12 h后戊巴比妥钠(60 mg/kg, ip)麻

杂志 2006;14(21):2055-2059

醉, 开胸心脏采血4 mL, 开腹取肝脏. 测肝功、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055.asp

三酯酰甘油(TG), 胆固醇(TC)和胰岛素(FINS).
所取肝脏置于40 g/L的多聚甲醛溶液中. 胰岛

0 引言

素的测定和胰岛素抵抗指数的计算: 胰岛素的

非乙醇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一种多病因引

测定采用化学发光法: 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

起的肝细胞内脂质蓄积过多的临床病理综合征.

IR)和胰岛素敏感指数(ISI)的判定: HOMA-IR =

NAFLD常与中心性肥胖、高血压、高TG血症

(FBG×FINS)/22.5, ISI = 1/FBS×FINS, 取大鼠

及2型糖尿病相伴行. 近年来, NAFLD已被认为

肝脏后, 去除包膜, 长轴方向对切, 用10 g/L的中

[1]

性甲醛固定后, 石蜡包埋切片, 切片厚度1 mm,

亦发现, 几乎所有的NAFLD患者都既存在

作常规H E染色. 使用日本电子公司生产的

外周胰岛素抵抗, 又存在肝脏胰岛素抵抗, 并认

JEM-1220型透射电镜. 肝脏石蜡切片免疫组化

为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所导致的脂

染色程序: 石蜡切片常规脱蜡至水, 行30 mL/L

是代谢综合征的肝脏表现 . 最近的几个临床研
究

[2-4]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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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关报道

高血脂喂养16 wk大鼠生化指标的变化

分组

三酰甘油

胆固醇

空腹血糖

ALT

AST

GGT

(mmol/L)

(mmol/L)

(mmol/L)

(nkat/L)

(nkat/L)

(nkat/L)

正常对照

0.56±0.20

1.42±0.15

4.1±0.2

231.7±0.23

125.0±0.14

158.4±0.63

高脂

2.87±0.3b

2.68±0.26b

10.2±0.9b

1108.5±0.61b

136.7±0.26

1700.3±0.92b

罗格列酮

1.92±0.2a

1.98±0.2

393.4±0.47a

151.7±0.32

63.3±0.81a

8.2±0.41a

a

P <0.05 vs 高脂; bP <0.01 vs 正常对照.

表 2

高血脂对大鼠FISN, IRI, ISI影响 (n = 20, mean±SD)

分组

肝指数(%)

胰岛素FINS

正常对照

2.31±0.21

9.8±5

胰岛素抵抗指数IRI
1.79±1.7

胰岛素敏感指数ISI
0.06±0.2

高脂

3.96±0.32b

34.3±6

15.59±1.7b

0.002±0.4b

高脂+罗格列酮

2.98±0.26

13.5±5

4.55±1.9ab

0.01±0.4ab

a

P <0.05 vs 正常对照; bP <0.01 vs 高脂.

H2O2去除内源性过氧化物酶, 进行热修复和BSA

罗格列酮组4.55±1.9与高脂组相比明显降低

封闭. 滴加一抗(1∶800)和二抗[生物素化山羊

(P <0.05, 表2).

抗兔(鼠)血清], 再滴加试剂SABC. 用苏木素复

2.2 肝脏的病理变化 正常对照组大鼠肝色鲜红,

染1 min, 自来水冲洗返蓝5 min. 切片经过梯度

边缘锐利, 质韧; 高脂组大鼠肝外观呈奶油黄或

酒精脱水干燥, 二甲苯透明5 min, 中性树胶封

红黄相间, 体积明显增大, 边缘变钝, 质地变软,

片. 免疫组化染色判定结果: 胞膜/胞质内呈明显

切面略带油腻感. 正常对照组大鼠肝小叶清晰,

棕黄色颗粒的细胞为阳性细胞.

肝细胞索排列整齐, 偶见小泡性脂肪滴空泡; 高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用mean±SD表示, 采

脂组: 肝小叶中心带肝细胞中出现大小不等的

用S P S S 12分析软件, 组间差异用单因素方差

脂肪滴, 以大泡性脂肪滴为主, 部分肝细胞核则

分析.

被脂肪滴挤压而明显偏位, 小叶内及汇管区局
灶性炎性细胞浸润, 并伴有一定程度的点片状

2 结果

坏死. 罗格列酮组: 病理改变较高脂组明显减轻.

2.1 肝指数、肝功和生化指标 正常对照组和高

2.3 肝脏的超微结构变化 正常对照组肝细胞胞

脂组分别为2.31%±0.21%和3.96%±0.32%, 差

质内细胞器结构完好, 线粒体、粗面内质网和

异显著(P <0.01). 罗格列酮组为2.98%±0.26%
与高脂组相比差异显著(P <0.05)(表1). 高脂组:

游离核蛋白体丰富发达, 未见脂肪颗粒, 狄氏间
隙内肝细胞的微绒毛完整(图1A); 高脂组肝细胞

ALT和GGT分别为1108.5±0.61 nkat/L和1700.3

胞质内充满大量的脂肪颗粒, 细胞器结构消失,

±0.92 nkat/L与正常组的231.7±0.23 nkat/L和

被大量的脂滴所充填(图1B); 罗格列酮组: 胞质

158.4±0.63 nkat/L相比差异显著(P <0.05), 其中

内脂肪颗粒减少, 线粒体和粗面内质网细胞器

ALT增加5倍, GGT增加10倍, 而AST两组值分别

结构完整(图1C).

为136.7±0.26 nkat/L和125.0±0.14 nkat/L, 两组

2.4 肝脏PKB的表达水平 正常对照组肝细胞索

无显著差异(P >0.05, 表1). 高脂组: TG和TC分别

和肝血窦清晰, 肝脏细胞的表达出现较强阳性

为2.87±0.3 mmol/L和2.68±0.26 mmol/L与正常

信号, 以胞质为主, 阳性细胞率89.06%(图2A), 高

对照组的0.56±0.20 mmol/L和1.42±0.15 mmol/

脂组表达减弱, 阳性细胞率为34.2%(图2B), 罗格

L相比显著差异(P <0.05), 且其中TG增加5-6倍,

列酮组为66.21%(图2C).

TC增加1倍. 罗格列酮组TG明显降低(P <0.05),
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 IR): 高脂组15.59±1.7

3 讨论

与正常对照组的1.79±1.7明显升高(P <0.05),

I R是导致脂质在肝脏中蓄积的基础 [6], 但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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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尚发现
胰岛素抵抗患者
的脂肪、肝脏和
肌肉组织对胰岛
素的反应减退, 从
而降低了脂肪和
肌肉对葡萄糖的
摄取, 增加肝脏
的葡萄糖释放并
且增加脂肪组织
游离脂肪酸的释
放. 游离脂肪酸水
平的升高会进一
步加重肝脏和肌
肉的胰岛素抵抗.
Sanyal et al 在研究
胰岛素抵抗时观
察到血清游离脂
肪酸(FFA)上升伴
有胰岛素抵抗和
NAFLD出现, 另
组研究发现胰岛
素抵抗的严重程
度与脂肪沉积部
位有关, 即以躯干
内脏性肥胖最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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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非乙醇性脂肪肝
发病机制仍不清
楚, 有报道胰岛素
抵抗在NAFLD形
成过程中起了重
要的作用. 但目前
国内外尚未有人
系统地观察以胰
岛素传导通路为
线索, 从肝脏的病
理组织学, 超微结
构对其发病机制
进行探讨. 国内外
尚未有人系统地
观察应用胰岛素
的增敏剂干预后
大鼠肝脏的形态
学、超微结构和
胰岛素传导通路
关键酶活性和蛋
白水平表达量的
变化, 确定治疗脂
肪肝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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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组肝细胞透射电镜观察
结果. A: 正常肝细胞, 肝细胞胞质
内细胞器结构完好, 线粒体、粗面
内质网和游离核蛋白体丰富发达,
未见脂肪颗粒, 狄氏间隙内肝细胞
的微绒毛完整; B: 高脂组肝细胞,
肝细胞胞质内充满大量的脂肪颗
粒, 细胞器结构消失, 被大量的脂
滴所充填; C: 高脂+罗格列酮组,
胞质内脂肪颗粒减少, 线粒体和粗
面内质网细胞器结构完整.

C

切的机制尚不清楚. 我们通过建立高脂血症胰

2006年7月28日

A

岛素抵抗Wistar大鼠脂肪肝模型, 旨在探讨胰岛
素信号传导通路在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机制中
的作用, 进一步确定胰岛素抵抗在NAFLD发病
机制的意义和地位. 持续高脂喂养Wi s t a r大鼠
16 wk, 大鼠肝脏从大体解剖、组织学至肝脏的
超微结构均有明显改变, 同时胰岛素抵抗指数
与肝脏脂肪含量及肝脏组织损害程度呈一致性,
我们研究发现随着大鼠食物脂肪含量的增加,
肝脏GGT, ALT, IRI数值也随之增高, 与正常对

B

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 <0.05, 且IRI与肝脏脂肪的
含量呈正比, 而罗格列酮组随着胰岛素敏感性
的改善, 肝细胞脂肪堆积量也明显减轻, 肝脏的
酶学和组织结构也趋于正常, 此结果表明体内
胰岛素抵抗程度和肝脏中脂肪沉积量与肝细胞
的损伤相一致, 进一步证实IR是引起脂质在肝
细胞中沉积的原因, 还发现高脂组肝脏酶学升
高以GGT, ALT为主, 且以GGT表现更为显著, 故

C

推测以GGT升高为主的肝脏酶学改变为非酒精
性脂肪肝酶学升高的一大特点.
磷脂酰肌醇3-激酶(p h o p h a t i d y l i n o s i t o l
3-kinase, PI3-K)途径是胰岛素作用的主要信号
转导途径之一, 而作为P I3-K下游激酶的P K B/
AKT是这一途径中重要的丝氨酸/苏氨酸激酶,
PKB表达量的改变是导致IR的主要机制之一[7].
■应用要点

目前对于NAFLD
仍无有效地治疗
手段. 对糖尿病、
高脂血症患者, 主
要目标是治疗原
发病, 但效果不理
想. 寻找对脂肪肝
具有潜在治疗作
用的药物, 依然是
亟待研究的重要
课题. 此研究的实
现是为脂肪肝的
治疗开辟一条新
思路.

目前有关高脂诱导IR的分子机制尚不清楚. 本
研究免疫组化结果发现磷酸化的PKB在正常肝
脏的表达近乎达95%以上, 个别片子全表达, 而
高脂组表达量只有34%较正常对照组减弱50%
以上, 同时高脂组血脂的变化以TG升高为主, 同
时肝脏内有大量的脂肪沉积, 于是我们推测血

图 2 各组肝免疫组化结果. A: 正常组, 可见约40%肝细胞
胞质内有棕色颗粒沉着, 为肝细胞的阳性表达, 大多在中央
静脉附近; B: 高脂组, 可见细胞间有大量的脂肪滴, 大多远
离中央静脉, 大部分细胞肿胀, 肝细胞内未见明显棕色颗粒
沉着; C: 高脂+罗格列酮组, 细胞间有的脂肪滴明显减少, 可
见在中央静脉附近, 约20%的肝细胞内有棕色颗粒沉着.

中大量的甘油三脂可能在脂肪、肌肉和肝脏细
胞中的沉积使PKB丝氨酸磷酸化受抑制, 从而

高的胰岛素水平作用于脂肪细胞促进其对脂肪

削弱了细胞内胰岛素信号蛋白PKB丝氨酸磷酸

的分解, 形成的大量游离脂肪酸(free fatty acids,

化进一步使胰岛素传递受损, 从而抑制糖的转

FFA)通过门脉系统送至肝细胞中并合成脂肪酸,

运活动而诱导IR. 反之, 具有IR的个体, 体内增

又加重了FFA在肝脏的沉积. 升高FFA除直接的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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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毒性外, 可抑制胰岛素受体底物和磷脂酰
肌醇-3激酶信号途径-P13. 严重IR的大鼠表现出
胰岛素介导的IRS-1和PI3-K激酶活性下降[8]. 同

2

时我们尚推论IR时高胰岛素水平也促使肝脏的
生脂作用进一步加重, 而导致脂肪在肝细胞中
的沉积, 我们的研究与Wilkinson et al [9]有关“高

3

浓度FFA 可影响胰岛素信号转导途径中的重要
物质包括胰岛素受体底物1 (IRS-1)和蛋白激酶C
等, 从而诱导发生IR的研究”有一致之处.

4

我们尚发现高脂喂养后的大鼠在加用罗格
列酮治疗16 wk后, 磷酸化的PKB在肝脏中阳性
细胞的表达数由高脂组的34%增加至66%, 同时
肝脏的酶学、肝脏细胞内脂沉积的量和细胞的

5

超微结构均明显改善, 进一步证实胰岛素抵抗
可能作为原发病因参与NAFLD的发生和发展.
且实验中尚发现高脂组与正常对照组及高脂组

6

与罗格列酮组大鼠血糖增加的均数差与ALT、
GGT的均数差相一致, 推测NAFLD可能是IR发

7

展为糖尿病的中间阶段.
至今NAFL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 我们研究
的PKB丝氨酸磷酸化受抑而致胰岛素传导信号
障碍而引发的胰岛素抵抗是NAFLD的发病的基

8

础, 提高胰岛素的活性, 可能是改善NAFLD的有
效手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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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对PKB在
NAFLD发病机制
中的作用进行研
究, 设计合理, 研
究结果有一定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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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叶提取物抗大鼠肝纤维化中激活素A和肝细胞凋亡的
作用
时昭红, 刘 浩, 刘 嵩, 张介眉, 涂晋文

■背景资料

肝纤维化是一切
慢性肝病的重要
病理特征, 也是进
一步向肝硬化发
展的主要中间环
节. 肝脏慢性病变
如寄生虫感染、
病毒感染、免疫
源性肝炎、遗传
性金属超负荷、
毒性作用等均可
引起肝纤维化. 我
国是乙型病毒性
肝炎高发区, 肝炎
后肝硬化发病率
高; 随着生活条
件的改善, 酒精性
肝硬化的发病率
也逐年增高. 因此
对肝纤维化防治
的研究引起了越
来越多医务工作
者的关注, 探讨肝
纤维化的发生机
制、寻找高效的
肝纤维化防治方
法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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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Ginkgo biloba
extract (GBE) on CCl4-induced liver fibrosis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Thirty adult male Sprague Dawley
rats were randomized into 3 groups: control
group (n = 10), model group (n = 10) and treatment group (n = 10). Except the ra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thers were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with 500 mL/L CCl4 (1 mL/kg) to induce
liver cirrhosis (twice a week, for 8 weeks). Moreover, the rats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intragastrically administered with GBE (0.4 g/kg) for
8 weeks. At the end of the 8th week, all the rats
were sacrificed.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biochemical indicators.

Tissue samples were used for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s. The expression of activin A
was deter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Hepatocellular apoptosis was determined by the method of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mediated dUTP nick end labeling (TUNEL) method�.
RESULTS: The grade of liver fibrosis in treatment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odel
group (P < 0.05). The serum levels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and albumin (ALB)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model group (ALT: 2806.9 ±
576.1 nkat/L vs 4452.9 ± 709.5 nkat/L; AST:
5314.2 ± 1042 nkat/L vs 15 743.4 ± 625.8 nkat/L;
ALB: 31.0 ± 2.1 g/L vs 21.7 ± 1.8 g/L; all P < 0.05).
GBE treatment markedly reduced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activin A (mRNA: 0.42 ± 0.09 vs
0.78 ± 0.15; protein: 4.2 ± 0.8 vs 11.4 ± 1.2; both
P < 0.01).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in the model
group, the apoptosis index was decreased in
treatment groups (7.56 ± 3.36 vs 16.06 ± 8.84, P <
0.01).
CONCLUSION: GBE can markedly attenuate the
degrees of hepatic fibrosis, and the mechanism
may be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activin
A and hepatocellular apoptosis.
Key Words: Ginkgo bibloba extract; Liver fibrosis;
Activin A; Hepatocellular apoptosis; Immunohistochemistr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Shi ZH, Liu H, Liu S, Zhang JM, Tu JW. Roles of activin
A and hepatocellular apoptosis in the anti-liver fibrosis
process induced by Ginkgo biloba extract in ra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1):2060-2066

摘要
目的: 观察银杏叶提取物(GBE)对大鼠肝纤维
化的防治效果及其机制.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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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SD大鼠30只随机分为3组: 正常对照
组(n = 10)、模型组(n = 10)及GBE干预组(n =
10), 模型组及GBE干预组给予500 mL/L CCl4
ip, 1 mL/kg, 每周2次, 共8 wk, 干预组每天同
时给予GBE灌胃, 0.4 g/kg. 实验结束后, 心脏
取血分离血清行肝功能生化指标检测, 处死
动物取肝脏液氮冻存及甲醛固定, 常规行HE
染色, 免疫组化检测Activin A, RT-PCR检测
Activin A mRNA的表达, TUNEL法检测肝细
胞凋亡.

考依据.

结果: 光镜下组织学检查纤维化分级GBE干
预组低于模型组(P <0.05), 肝功能生化指标检
测GBE干预组优于模型组(分别为ALT: 2806.9
±576.1 nkat/L vs 4452.9±709.5 nkat/L; AST:
5314.2±1042 nkat/L vs 15 743.4±625.8 nkat/
L; ALB: 31.0±2.1 g/L vs 21.7±1.8 g/L; P 均
<0.05), 免疫组化和RT-PCR检测Activin A的表
达GBE干预组低于模型组(免疫组化: 4.2±0.8
vs 11.4±1.2; RT-PCR: 0.42±0.09 vs 0.78±
0.15; P 均<0.01), 凋亡指数(AI) GBE干预组低
于模型组(7.56±3.36 vs 16.06±8.84, P <0.01).

制剂有限公司; Trizol试剂购自Invitrogen公司,

结论: G B E对C C l 4 诱导的大鼠肝纤维化有
良好的防治作用,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肝组织
Activin A表达降低及肝细胞凋亡减少有关.
关键词: 银杏叶提取物; 肝纤维化; 激活素A; 肝细
胞凋亡; 免疫组化;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SPF级♂SD大鼠30只(160±20 g), 购于
武汉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GBE由武汉市第一医
院中药制剂室提供, 经湖北午时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检验, 编号02-391; 四氯化碳为郑州化学试
剂二厂产品; Activin A mAb购自美国R&D公司;
SP试剂盒为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
品; TUNEL法凋亡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
逆转录酶为Promega公司产品, Taq DNA聚合酶
购自Biostar公司, RNA酶抑制剂和100 bp DNA
Ladder购自华美生物工程公司, 焦磷酸乙二脂
(DEPC)、琼脂糖为Sigma公司产品; 引物由上
海生工生物公司合成, 大鼠Activin A上游引物:
5'GGACCTAACTCTCAGCCAGAGATG3', 下游
引物: 5'TCTCAAAATGCAGTGTCTTCCTGG3',
全长280 bp; 大鼠GAPDH上游引物: 5'CATGA
CCACAGTCCATGCCATC3', 下游引物: 5'CAC
CCTGTTGCTGTAGCCATATTC3', 全长450 bp;
HPIAAS-2000彩色图文分析系统; Biometra PCR
仪; Bio-rad凝胶图像分析系统; Eppendoff低温离
心机; 721分光光度仪; HW-8B型超级微量恒温
器等.
1.2 方法 将30只♂SD大鼠随机分为3组, 正常组

时昭红, 刘浩, 刘嵩, 张介眉, 涂晋文. 银杏叶提取物抗大鼠肝

(10只)、模型组(10只)、GBE干预组(10只), 组

纤维化中激活素A和肝细胞凋亡的作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间暴露无差异. 大鼠肝纤维化模型制备方法为

2006;14(21):2060-2066

首次应用纯CCl4(分析纯)ip, 剂量为3 mL/kg, 后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060.asp

改为500 mL/L CCl4 ip, 剂量为1 mL/kg, 2次/wk,
共8 wk. 模型组在造模的同时给予生理盐水灌

0 引言

胃, 1次/d; GBE干预组在造模的同时给予银杏叶

银杏叶提取物(Ginkgo biloba extract, GBE)是一

制剂悬浊液按每只0.3 g/kg的剂量灌胃, 1次/d;

种用途广泛、无不良反应的天然物质, 主要成

正常组只用生理盐水ip和灌胃, 处理方法同上.

分为银杏黄酮甙和萜类, 其药理作用有改善心

造模过程中, 模型组死亡1只大鼠, 实验总周数

肌缺血、脑组织血液供应、清除氧自由基、抗

为8 wk, 大鼠处死前禁食24 h, 处死时, 大鼠乙

血小板活化因子等. 临床上用GBE治疗冠心病

醚麻醉, 迅速从心脏取血, 分离血清, -20℃保存.

心绞痛、脑缺血、脑老化、老年性痴呆、脑功

然后处死动物, 迅速切取肝脏标本置于冰盐水

[1-5]

. 目前,

中充分洗涤, 取右叶相同的部分以40 g/L福尔马

亦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其在慢性肝损伤、肝纤维

林固定, 3 d内石蜡包埋备组织病理检测; 余下

能不全、哮喘等, 已收到满意的效果
[6-10]

. 我们通过四

肝脏于液氮中速冻、-80℃冰箱内保存, 备肝组

氯化碳(CCl4)诱导大鼠肝纤维化模型, 同时用银

织匀浆抽提RNA. 将固定好的肝组织石蜡包埋

杏叶提取物进行干预, 观察实验过程中细胞因

切片, 常规行HE染色, 光镜下观察. HE染色由同

子激活素A (Activin A)表达及肝细胞凋亡的变

一病理专科医生予以纤维化分级, 分级标准根

化, 研究银杏叶提取物预防大鼠肝纤维化的作

据其纤维化程度分为0-4级. 0级: 无纤维化; 1级:

用机制, 为临床合理应用银杏叶提取物提供参

纤维结缔组织仅局限于汇管区或汇管区扩大,

化过程中也具有保护预防作用

www.wjgnet.com

2061
■创新盘点

激活素(Activin)
是转化生长因子
超家族成员, 是
近年来发现的一
组重要细胞因子,
目前对激活素A
(Activin A)的研
究比较多. 近年研
究显示, 激活素A
与肝脏病变有密
切的关系, 是肝脏
再生过程中的负
向调节因子. 肝细
胞产生的激活素
A, 通过自分泌和
旁分泌方式, 抑制
肝细胞DNA合成,
诱导肝细胞凋亡,
促进肝纤维化的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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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文探讨激活素
A和肝细胞凋亡
在银杏叶提取物
抗大鼠肝纤维化
中的作用, 结构完
整, 立题思路清
晰, 采用的研究方
法可靠、丰富, 具
有较高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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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肝纤维化分级、肝功能指标、Activin A蛋白表达及凋亡指数的变化

ALT

AST

ALB

Activin A

0

1

2

3

4

(nkat/L)

(nkat/L)

(g/L)

(%)

10

10

0

0

0

0

1667±352.6b

3257.6±542.4b

39.4±1.5b

9

0

1

1

3

4 4452.9±709.5

分组

n

正常
模型
EGB

10

肝纤维化的分级

0

3

4

2

1 2806.9±576.1

15 743.4±625.8
a

a

5314.2±1042

21.7±1.8
31.0±2.1

a

凋亡指数
(AI)

0.3±0.1b

2.11±1.23b

11.4±1.2

16.06±8.84

4.2±0.8

b

7.56±3.36b

a

P <0.05, bP <0.01 vs 模型组.

有向小叶发展的倾向; 2级: 纤维结缔组织增生

计数资料采用Ridit 分析.

进入肝小叶2/3及有1级同样的改变; 3级: 纤维结
缔组织进入肝小叶中央静脉周围; 4级: 纤维结

2 结果

缔组织在肝小叶呈多处弥漫性增生, 有假小叶

肝脏HE染色显示, 正常大鼠可见少量胶原着色,

形成, 并有3级同样的改变. 取大鼠血液, 3000 r/min

病理模型组肝小叶结构破坏, 纤维组织增生明

离心10 min, 取血清, -20℃保存, 送检验科以CX

显, 将肝小叶分隔成大小不等的肝细胞团, 肝细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美国Backman公司产品)检

胞广泛变性坏死, 汇管区扩大、胶原沉积. GBE

测肝功能指标: 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

干预组肝细胞有不同程度的变性坏死, 汇管区

(AST)和白蛋白(ALB).

及小叶间有少量纤维组织增生, 纤维间隔细小,

1.2.1 免疫组织化学检查 采用石蜡包埋常规切

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显著. 统计分析, GBE干预组

片, SP法, Activin A mAb以1∶100稀释, DAB显

较模型组纤维化程度轻(P <0.05, 图1, 表1). 模型

色, 苏木素复染. PBS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显

组ALT、AST显著升高, ALB显著降低; GBE干

色结果采用HPIAS-2000型多媒体彩色图像分析

预组ALT, AST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ALB则显著

系统对染色阳性部位进行光密度值测定. 通过

升高(表1).

显微摄像系统放大200倍, 在每张切片上随机选

2.1 免疫组化结果 正常组肝组织中几乎不表达

取3个视野, 以胞质内出现棕色颗粒为Activin A

Activin A, 模型组Activin A阳性表达主要位于

阳性表达, 测定其平均光密度值(MOD)、阳性

中央小叶和门静脉周围肝细胞中, 并在K u ff e r

区域面积百分比.

细胞、类间质细胞质及其周围也可见其表达,

1.2.2 RT-PCR 称取肝组织50-100 mg用Trizol

GBE干预组阳性染色程度均较模型组明显减轻

提取总RNA, 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其含量及纯

(P <0.01, 表1, 图2).

度, 测定A 260/A 280值. 取总RNA 2 µg, 42℃逆转

2.2 肝细胞凋亡结果 正常组大鼠肝组织中偶见

录90 min. 参数设置94℃变性, 3 min×1循环.

凋亡细胞, 模型组大鼠肝组织的凋亡细胞多分

94℃变性30 s, 53℃退火30 s, 72℃延伸45 s, 共

布在肝实质中, 胞核呈棕黄色, 镜下视野可见广

35个循环. 最后72℃彻底延伸7 min×1循环, 同

泛肝细胞凋亡, GBE干预组凋亡肝细胞数目显著

法扩增GAPDH作为内参照. 取5 µL PCR产物

减少, 各组间肝细胞AI差异有显著性(P <0.01或

15 g/L琼脂糖凝胶电泳. 凝胶图像分析系统检

P <0.05, 表1, 图3).

测灰度, Activin A/GAPDH比值表示Activin A

2.3 RT-PCR 正常肝组织几乎不表达Activin A

mRNA相对水平.

mRNA, 而模型组表达明显增强, Activin A/GAP-

1.2.3 细胞凋亡原位检测 采用TUNEL法, 严格按

DH比值为0.78±0.15, 远高于正常组(P <0.01);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以不加末端脱氧核酸

GBE干预组Activin A/GAPDH比值为0.42±0.09,

转移酶(TdT)作为阴性对照. 光镜下观察, 胞核染

Activin A mRNA表达低于模型组(P <0.01, 图4,

成棕黄色为阳性细胞. 观察不少于5个高倍视野

图5).

(400倍), 以平均每100个细胞核中含凋亡细胞个
数作为凋亡指数(AI).

3 讨论

统计学处理 处理结果计量资料用m e a n±

肝纤维化是慢性肝病重要的病理特征, 也是进

SD表示, SPSS10.0软件进行配对t 检验, 纤维化

一步向肝硬化发展的主要中间环节. 其发生、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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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C

C

图 1 大鼠肝脏病理(HE×100). A: 正常组; B: 模型组; C:
EGB干预组.

图 2 大鼠肝组织Activin A表达(SP×200). A: 正常组; B: 模
型组; C: EGB干预组.

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具体机制目前还

酶的攻击, 增强中枢神经系统功能、调节神经

不十分明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 肝纤维化是慢性

递质和激素的水平等[2-3,5]. 此外, Daba et al 研究

肝损伤引起肝脏代谢和细胞间相互作用紊乱的

表明GBE可通过抑制脂质过氧化而对博莱霉素

. 无论何种原因引起的慢性肝病, 其特

(bleomycin)诱导的肺纤维化具有保护作用[17], 而

征为: 肝实质细胞的慢性炎症和慢性坏死以及

国内的研究亦显示G B E能使肺间质纤维化减

细胞间基质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从而引起细胞

轻[18]. 在肝脏方面, 研究显示, GBE对肝窦状内皮

间质的沉积. 肝纤维化过程中在细胞水平上可

细胞具有保护作用[6], 可以改善慢性肝损伤后的

能涉及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 HSC)、

微循环紊乱[6-7]. 我们前期的研究也表明, GBE对

Kupffer细胞、巨噬细胞的活化; 在分子水平上,

实验性大鼠慢性肝损伤、肝纤维化具有保护作

他与生长因子、细胞因子、化学因子、细胞间

用[8-10]. 我们利用CCl4诱导实验性肝纤维化模型,

质生成和沉积的改变有关[13-16]. 近年来, GBE普

同时应用GBE进行干预, 结果显示, 造模8 wk后

遍应用于临床, 其主要药理作用为抗氧化, 在

模型组肝细胞广泛变性坏死, 纤维组织增生明

心、脑血管疾病中研究较多. GBE具有很强的抗

显, 将肝小叶分隔成大小不等的肝细胞团, 表示

氧自由基、增强抗氧化酶活性的作用, 还可抑

造模成功. 而GBE干预组仅汇管区及小叶间有

制血小板抑制因子, 改善微循环等, 对心、脑血

少量纤维组织增生, 纤维间隔细小, 与模型组相

管缺血性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GBE还能明显

比差异显著. 并且, GBE干预组ALT, AST等各项

的抗氧化和抗脂质过氧化, 减少氧自由基对ATP

肝功能指标也明显优于模型组. 这说明GBE对

结果

[11-12]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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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00 bp

GAPDH

300 bp

Activin A

B
图 4 大鼠肝组织Activin A的RT-PCR扩增产物. 1: 正常组; 2:
模型组; 3: EGB干预组.

Activin A/GAPDH比值

1

C

0.8
0.6

b

0.4
0.2

b

0
正常组
图 5

模型组

EGB干预组

大鼠肝组织Activin A mRNA表达. bP <0.01 vs 模型组.

作用[19-21]. 近年研究显示, Activin A与肝脏病变
图 3 大鼠肝细胞凋亡变化(TUNEL×400). A: 正常组; B: 模
型组; C: EGB干预组.

有密切的关系. 在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中
Activin A比正常对照组患者明显升高[22]; 亦有学
者发现肝硬化及肝细胞癌患者血清Activin A水

实验性大鼠肝纤维化具有预防和抑制作用, 结

平升高, 且后者升高更为明显[23], 提示发生硬化

果与以前的研究相一致.

的肝脏和肝脏肿瘤可能部分有Activin A的参与.

Activin是转化生长因子超家族成员, 是近年

在实验性肝纤维化方面, 研究证实, 不同方式诱

来发现的一组重要细胞因子. 他具有广泛的生

导的大鼠肝纤维化都有肝脏Activin A的表达增

物学活性, 如在动物胚胎中诱导中胚层和前后

强[24-26]. 而在急性肝损伤时, 研究亦表明Activin

极性分化, 在动物和人体内刺激多种细胞分化

A表达增强, 对HSC分泌纤维具有调节作用 [27].

等. Activin是由2个β亚基构成的二聚体糖蛋白,

总之大量研究证明, Activin A是肝脏再生过程中

目前已知有5种β亚基, 其分别为βA, βB, βC, βD

的负向调节因子. 肝细胞产生的Activin A, 通过

和βE. 在正常肝脏实质细胞中5种β亚基均有表

自分泌和旁分泌方式, 抑制肝细胞DNA合成, 诱

达, 其中βA和βB亚基的表达是肝脏维持生理功

导肝细胞凋亡[28-32], 促进HSC和成纤维细胞分泌

能所必须的, 另外3种β亚基在肝脏中的作用尚

Ⅰ型胶原[27,33].

不很清楚. 按照亚基结合的方式, 可分为Activin

凋亡是肝实质和间质细胞死亡的最主要形

A (βAβA)、Activin B (βBβB)和Activin AB

式, 肝细胞增殖和凋亡失去平衡, 肝脏再生异常,

(βAβB). 目前对Activin A的研究比较多. 研究

导致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等病变的发生.

表明, Activin作用不仅限于性腺, 而且在组织细

目前的研究表明, 细胞凋亡在肝纤维化的形成

胞生长分化、骨形成、胚胎发育、免疫调节、

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肝细胞凋亡更

组织损伤修复及炎症反应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

是在肝纤维化的进展过程中具有促进作用[13-14].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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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n A与肝细胞凋亡的关系为我们理解肝纤
维化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思路. 慢性肝损伤过程
中, 炎性因子刺激Activin A在肝脏表达增多, 肝

15

细胞凋亡也随之增多, 从而促进形成肝纤维化
甚至肝硬化[26]. 本实验模型组造模8 wk后, 大鼠
肝纤维化形成, 免疫组化和RT-PCR显示肝脏中

16

Activin A表达明显增强, 肝细胞凋亡也明显增
加, 和以上研究结果相一致. 而在GBE干预组,
大鼠肝脏中Activin A表达较模型组减弱, 肝细胞

17

凋亡数量较模型组减少, 大鼠肝纤维化程度也
较模型组明显为轻. 这说明, GBE抗大鼠肝纤维
化的作用可能与肝组织Activin A表达及肝细胞

18

凋亡有关, GBE干预使肝纤维化大鼠Activin A表
达减少从而减少肝细胞凋亡可能是其机制之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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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消化道恶性病变介入治疗研讨会第二轮通知
本刊讯 第六届全国消化道恶性病变介入治疗研讨会于2006-09-15/18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 本届会议由上海同
仁医院和浙江省中医院联合主办, 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华消化内镜杂志、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和介入放射学杂
志共同协办. 会议将邀请众多著名专家围绕消化疾病介入诊治新热点及消化道内支架治疗的热门技术和疑难
问题进行专题演讲和实例操作, 并就消化道支架治疗中的疑难病例和出现问题以沙龙形式深入研讨. 参会代表
可获国家级继续教育Ⅰ类学分12分.

1 会议主要议题
消化疾病诊治进展、消化内镜治疗新技术应用、化疗药物应用新进展、上消化道吻合口梗阻和瘘的综合治
疗、胸腔胃穿瘘的支架封堵技术、肠道支架临床应用、肝门部胆道梗阻的内支架治疗、食管及胃肠道支架难
点研讨以及其他介入新技术应用等.

2 征文内容
征集消化道恶性病变内镜治疗、介入放射治疗、外科治疗、肿瘤化学治疗、生物治疗及免疫治疗等方面的论
著、文献综述、临床经验、个案报告等稿件. 欢迎消化、介入放射、肿瘤、普外、胸外及肝胆外科等相关学科
医师投稿参会.

3 投稿要求
专题讲座由组委会约稿. 论著需1000字以内的标准论文摘要, 包括目的、方法、结果与结论四要素. 经验交流、
短篇报道等全文限1000字以内. 所有稿件一律要求电脑打印用E-mail投稿, 邮寄者需附WORD格式软盘(请自留
稿底, 恕不退稿).

4 报名地址及要求
联系地址: 杭州市邮电路54号(浙江省中医院)吕宾 收, 邮编: 310006, 电话: 0571-87032028, 手机: 13906515409,
E-mail: lvin@medmail.com.cn; 上海市愚园路786号(上海同仁医院)茅爱武 收, 邮编: 200050, 电话:
021-62524259-3397, 手机: 13371936559, E-mail: maoaw@sohu.com. 会议收费800元, 提前注册收费700元, 截稿日
期: 2006-08-15.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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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硝基氯苯引起大鼠结肠炎与神经源性肠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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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immune mechanism of
ulcerative coliti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lcerative colitis and enteric nervous
system.
METHODS: Male Sprague Dawley rats were
divided into 2, 4-dinitrochlorobenzene (DNCB)
groups and ethanol (control) group. After sensitized by DNCB smeared on the abdominal
skin, the rats were challenged with DNCB by
enema or intrathecal injection. The weight, stool
viscosity and hematochezia were observed and
accumulated as the disease active index (DAI)
score; the colon pathological score was achieved
by macropathology and HE staining of section
prepared for microscopy; and the activity of leukocyt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 (LMIF) was
determin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in
www.wjgnet.com

colon tissues.
RESULTS: In the rats treated with 4 and 8 g/L
DNCB enema, the macropathological and microscopic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s (macropathological: 2.200 ±
0.416, 3.857 ± 0.143 vs 0.143 ± 0.143, P < 0.05; microscopic: 2.000 ± 0.471, 3.714 ± 0.184 vs 0.429 ±
0.297, P < 0.05). The colon tissue showed higher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LMIF in the rats treated
with DNCB enema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s.
In the rats intrathecally injected with 8 and 16
g/L DNCB, the DAI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rats (P < 0.05
and P <0.01). Colon HE staining showed mucosal edema in the rats intrathecally injected 4 g/L
DNCB, infiltration of numerous inflammatory
cells in those with 8 g/L DNCB, and mucosal
erosion, necrosis, and ulceration in those with 16
g/L DNCB.
CONCLUSION: Colitis can be induced by DNCB
enema or intrathecal injection in sensitized rat,
which reflects a delayed type of hypersensitivity
(DTH). The enteric nervous system and neuroimmune mediator LMIF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NCB-induced colitis.
Key Words: Colitis; Neurogenic inflammation; 2,
4-dinitrochlorobenzene; Rats
Wu XY, Pan H, Huang P, Wu B, Jiang HJ, Mei L.
Dinitrochlorobenzene-induced colitis and its correlations
with neurogenic inflammation of gut in ra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1):2067-2072

摘要
目的: 以2, 4-二硝基氯苯(DNCB)致大鼠结肠
炎, 探索免疫因素的作用以及结肠炎与肠神经
系统的关系.
方法: 给♂SD大鼠以DNCB涂腹致敏, 然后以
DNCB灌肠或脊髓珠网膜下腔注射(ith)激发过
敏. DNCB灌肠或ith注射后, 根据每日记录的
动物体质量和大便性状做疾病活动指数(DAI)
评分; d 10-15处死动物后, 做结肠大体评分、
结肠HE染色的镜下评分以及肠壁组织白细胞

■背景资料

自100多年前发
现溃疡性结肠炎
(UC)至今, 对其
病因仍然没有彻
底阐明. 从神经源
角度分析UC的发
病机制, 是近10 a
国际学术界出现
的一种倾向. 相关
的国内文献尚未
检索到, 国外文献
最经典的是1999
年Kemler et al 和
2000年Peck et al
的临床病例报道.
迄今停留在推测
阶段, 缺乏直接证
据, 而且再未见他
们后续报道. 本研
究采用了方法学
上颇具难度的ith
插管慢性动物实
验, 第一次直接探
讨肠神经与结肠
炎的因果关系.

2068
■研发前沿

UC研究的热点是
其病因和发病机
制. 本研究从神经
免疫特别是神经
源性炎症的观点
出发, 必将为UC
病因和发病机制
的认识提供新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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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抑制因子(LMIF)的免疫荧光测定.
结果: 4 g/L和8 g/L DNCB灌肠组大鼠的结肠
大体和镜下评分明显高于600 m L/L乙醇灌
肠组(大体评分: 2.200±0.416, 3.857±0.143
vs 0.143±0.143, P <0.05; 镜下评分: 2.000±
0.471, 3.714±0.184 vs 0.429±0.297, P <0.05),
其肠壁组织中LMIF的荧光染色也明显强于乙
醇组. ith DNCB 8和16 g/L组大鼠的DAI评分
明显高于ith 600 mL/L乙醇组(P <0.05和0.01),
ith 4, 8和16 g/L DNCB大鼠的结肠组织镜下表
现为黏膜层水肿、大量炎性细胞浸润、黏膜
糜烂坏死和溃疡形成.
结论: D N C B灌肠或i t h注射可使致敏大鼠
出现结肠炎, 肠神经系统和神经免疫介导物
L M I F在D N C B所致实验性结肠炎中起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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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因素在U C中的作用及其与肠神经系统的
关系, 从而为Barbara和Peck关于“神经源性肠
炎”的观点提供直接证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健康♂SD大鼠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实验
动物科学部提供, 体质量180-210 g. DNCB购于
北京化学试剂公司, 兔抗大鼠LMIF多克隆抗体
购于Santa Cruz公司, 荧光素TRITC(罗丹明)标
记的山羊抗兔IgG、山羊血清工作液和EDTA均
购于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D N C B
涂腹液以丙酮∶橄榄油(1∶1)混合液配制, 浓度
为33 g/L; DNCN灌肠液和脊髓珠网膜下腔注射
(ith)液均以600 mL/L乙醇配制, 灌肠用DNCB浓
度分别为2 g/L, 4 g/L和8 g/L, ith用DNCB浓度
分别为4 g/L, 8 g/L和16 g/L. 兔抗大鼠LMIF抗
体和荧光素标记的二抗均以PBS缓冲液(pH 7.4)

关键词: 结肠炎; 神经源性炎症; 2, 4-二硝基氯苯;
大鼠
吴星宇, 潘慧, 黄鹏, 吴彬, 蒋惠君, 梅林. 二硝基氯苯引起

稀释, PBS-H2O2以30 mL/L H2O2和PBS配制(比
例1∶9).
1.2 方法

大鼠结肠炎与神经源性肠炎的关系.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1.2.1 DNCB造模及结肠炎评价 实验第1天, 在

2006;14(21):2067-2072

大鼠的腹部剪毛区滴涂200 μL DNCB涂腹液致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067.asp

敏, 每天1次, 连续4 d. 第5天, 以DNCB灌肠液或
ith激发过敏. 灌肠方法: 将直径1 mm的硅胶管
从肛门插入经12 h禁食后的大鼠结肠, 插管尖

0 引言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使用多种治
[1-3]

端距肛门约6.5-7.0 cm, 分别灌入2 g/L, 4 g/L和

. 1999年Barbara

8 g/L的DNCB灌肠液, 每天1次, 每次2 mL/kg

et al [4]提出, UC很可能是神经源性炎症的表现

体质量. ith注射方法: 给大鼠进行ith插管后, 取

形式之一, 即肠的神经源性炎症, 其根据主要来

4 g/L, 8 g/L和16 g/L的DNCB, 分别注入大鼠脊

自Kemler et al 的临床报道以及此临床报道之

髓珠网膜下腔, 每天1次, 每次10 μL, 于2 min内

疗手段都不能取得根治效果

[5]

[6-8]

. Barbara的观点很快得

缓慢注入. 对照组以同体积溶剂(600 mL/L乙醇)

到Peck et al 的又一项临床观察的支持. 这种

灌肠或ith. DNCB灌肠或ith后, 每日记录动物的

观点的出现给人们认识U C的病因提供了新的

体质量和大便性状, 进行DAI (disease activation

思路. 利用动物研究UC时, 由致敏原2, 4-二硝

index)综合评分[13]和结肠大体、镜下评分[14].

基氯苯(DNCB)建立的具有DTH (delayed-type

1.2.2 脊髓珠网膜下腔(ith)插管 参照Wu et al [17]

hypersensitivity)反应特征[10]的实验性结肠炎模

的方法并加以改动: 以100 mL/L水合氯醛麻醉

型, 在其发病机制和病理学改变上被认为与人

大鼠(ip, 0.3 g/kg体质量)后, 腰背部剪毛、消毒.

[11]

在髂棘(约L 4)水平正中线沿脊柱纵向分别上下

前的一些实验室资料
[9]

的UC有许多相似之处
兔

[10-11]

, 并且较早在豚鼠和家

, 后来又在大鼠和小鼠

[12-14]

我们在D N C B致小鼠结肠炎

被研究和报道.

[13-14]

划开皮肤0.5 cm, 用一长约15 cm的不锈钢套管

的基础上, 用

(外径0.9 mm, 内径可容PE-10管通过, 前端打磨

DNCB灌肠大鼠模型探讨作为神经免疫介导物

成斜面), 在L4和L5间隙垂直刺入椎管, 以动物的

[15-16]

的白细胞移动抑制因

尾巴或后肢出现轻微抽动确认钢管在脊髓内.

子(L M I F)是否在炎性结肠的组织中活性增加;

改变钢套管方向指向动物头端, 将PE-10管通过

然后用DNCB中枢注射的大鼠模型, 探讨脊髓神

钢套管沿蛛网膜下腔向头端送入约2.8 cm, 达

经元直接受到免疫炎症刺激后, 其末梢支配的

L1-L5水平. 拔除钢套管, 缝合固定PE-10管. 颈背

靶器官(胃肠道)是否发生炎症改变. 进一步探索

部皮肤剪小口, 使PE-10管经皮下由此穿出, 缝

和DTH反应特异指标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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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关报道

致敏大鼠DNCB灌肠后结肠病理学评分

药物

Macropathology score
0

1

2

3

4

600 mL/L乙醇

⑹ ⑴

0.143±0.143

2 g/L DNCB

⑶ ⑷ ⑵

0.889±0.261

4 g/L DN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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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5 vs 600 mL/L乙醇组. 括号中数字代表动物例数.

合固定, 外露约1 cm, 管内注入3 g/L肝素生理

A

盐水, 封口, 缝合皮肤. 术后ip青霉素10 kU以预
防感染, 3 d后即可进行实验.
1.2.3 LMIF免疫荧光染色 取经过石蜡包埋的大
鼠肠组织切片(5 μm), 按参考文献[18]方法进行
LMIF免疫荧光染色. 大致步骤: 标本做脱蜡和水
化处理, 并经过抗原修复和封闭非特异结合等
处理后, 滴加兔抗大鼠LMIF一抗(1∶300), 置于
湿盒4℃过夜. 待标本恢复至室温并经PBS洗后,
滴加荧光素(TRITC)标记的二抗(1∶300), 避光

B

室温下孵育1 h. 在Nikon-Eclpse TE2000-μ(日本)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LMIF的荧光强度并照相.
统计学处理 采用PRISM 4.0统计软件包进
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mean±SE表示, 多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ANOVA)进行, P <0.05为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C

2.1 D N C B灌肠所致结肠病变 4 g/L和8 g/L
D N C B灌肠后24 h, 个别动物开始出现稀便,
2-3 d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血便, 7-8 d后可见脓血
便. 尤其是8 g/L DNCB组的大鼠, 脓血便出现
最早、脓血最明显, 其中个别动物因严重脓血
便而从第10天相继死亡.
第10天相继死亡.
10天相继死亡.
天相继死亡.
相继死亡. D N C B引起的大鼠结
肠病理学改变与以前小鼠的结果[13-14]基本相同.
2 g/L DNCB组近端肠腔扩张及少量白色渗出
物, 结肠黏膜充血; 4 g/L DNCB组结肠黏连较明
显, 但比较局限, 可见一处或多处溃疡形成; 8 g/
L DNCB组结肠广泛黏连, 多处坏死, 个别部位

图 1 DNCB灌肠引起的致敏大鼠结肠组织LMIF活性变化(免
疫荧光染色, ×200). A: 600 mL/L乙醇; B: 4 g/L DNCB; C:
8 g/L DNCB.

有肠壁穿孔. 镜下特点:
特点:: 4 g/L DNCB组的结肠黏
膜层有炎性细胞浸润, 黏膜下层高度水肿; 8 g/L

(图1). DNCB灌肠组的LMIF荧光明显强于乙醇

DNCB组黏膜坏死, 肠壁有大量炎性细胞浸润.

灌肠(对照)组, 尤其以8 g/L DNCB组的荧光强

对照组(600 mL/L乙醇)显示正常结构, 仅见黏膜

度最大.

固有层有少量嗜酸性粒细胞(表1).

2.3 DNCB ith所致DAI评分和结肠病理变化 致

2.2 结肠LMIF活性变化 以免疫荧光方法检测结

敏大鼠每天1次ith DNCB, 经过13-15 d, 动物出

肠组织中L M I F蛋白在荧光显微镜下显示红色

现不同程度的体质量下降和稀便, 其DAI评分明

www.wjgnet.com

关于DNCB灌
肠致大鼠结肠
炎-PubMed检索
自1992年以来仅
不到10篇. 他们造
模的方法与本文
大同小异, 但是
都没有同时检测
LMIF活性, 而是
偏重治疗研究(如
针刺、中药等),
与本文研究目的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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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致敏大鼠DNCB ith引起的DAI评分变
化. aP <0.05, bP <0.01 vs 600 mL/L乙醇组; 柱
内数字代表动物例数.

b
4
DAI评分

给致敏大鼠ith
DNCB导致结肠
炎的动物模型是
本文创新点. 测定
DNCB结肠炎时
肠壁组织LMIF的
表达也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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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DNCB ith
引起的致敏大鼠
结肠病理学变化
(HE×100). A: 单
纯ith插管, 正常
肠结构; B: ith 600
mL/L乙醇, 黏膜
下层水肿; C: ith
4 g/L DNCB, 黏
膜及黏膜下层水
肿; D: ith 8 g/L
DNCB, 黏膜糜
烂坏死、形成溃
疡; E: ith 16 g/L
DNCB, 黏膜溃疡
形成, 肠壁全层可
见大量以淋巴细
胞为主的炎性细
胞浸润.

显高于ith乙醇组(图2). 3 wk后取结肠组织, 发

结肠炎小鼠的肠系膜淋巴细胞发现LMIF功能增

现ith DNCB组的结肠有黏连和表面伪膜; 镜下

强的结果[13], 使我们更加确信LMIF在此DNCB

见结肠组织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 并有溃疡形

结肠炎模型中起重要作用. LMIF是由致敏的T

成(图3). 同时取脊髓组织切片观察, 除在16 g/L

淋巴细胞当再次受同种抗原刺激时释放的一种

DNCB组有轴突根部增粗和白质疏松水肿的表

致炎因子 [19-20], 是衡量D T H反应的主要指标之

现之外, 大多数神经元结构清楚、排列整齐(结

一[16]. 在某些其他类细胞如胃肠上皮 [21]和中枢

果未显示).

神经元[18]等, 也发现有LMIF的表达. 从本实验看
到, 对照组大鼠的结肠有一定程度的LMIF表达,

■应用要点

如果阐明了肠神
经系统与结肠炎
的因果关系, 则有
可能在治疗或预
防UC时, 用神经
干预的理念, 采取
有效手段.

3 讨论

主要分布于黏膜层的腺体之间(图1A); D N C B

我们首先用DNCB给大鼠灌肠, 出现了与我们以

结肠炎时LMIF表达明显增多, 并且在肠壁的各

往在小鼠结肠所见到的相似的病理学变化(表

层组织都可见到较强的LMIF荧光, 其中很可能

1). 并且, 结肠炎的肠壁组织可见LMIF荧光强度

包括肠壁神经元(图1B-C). 结合已有的报道, 即:

随DNCB灌肠液浓度的增大而增加(图1), 与病理

LMIF可作为DTH反应如DNCB结肠炎[10,14]、接

学评分的改变是一致的. 结合我们曾经在DNCB

触性皮炎[16,19]的特异性免疫指标, 且在人的UC
www.wjgnet.com

吴星宇, 等. 二硝基氯苯引起大鼠结肠炎与神经源性肠炎的关系

中明显升高[22-23], 我们有理由认为, 从DNCB诱

者因外伤累及第五颈椎而瘫痪后, 以前曾经多

导的实验性结肠炎模型中取得的资料在一定

次复发的UC却不再复发. 但是, 上述无论动物实

程度上可以说明人类的U C. 根据已有的发现,

验, 还是临床报道, 都缺乏最直接的证据, 也未

LMIF是神经免疫的重要介导物

[15-16]

, 我们更倾

见到他们在这方面继续深入的工作. 我们第一

向于“UC是与神经和免疫因素都有密切关系的

次直接证实, 支配肠的脊髓中枢如果受到免疫

[24]

原(或其他诱因)刺激而导致神经元结构(或功能)

正是为了以D N C B肠炎模型验证U C与神

异常时, 神经元末梢支配的肠组织就会出现炎

经系统的关系, 我们将D N C B直接注射到脊髓

症. 当然, 如果能同时测定此过程中脊髓和肠壁

中枢, 从插管的位置看, 更可能是影响了支配大

神经元是否释放了致炎因子, 特别是有无LMIF

肠的(交感)中枢 [17,25]. 我们观察到, 如果肠神经

的活性变化, 将会使肠神经-肠炎(或肠炎-肠神

系统首先受免疫原(半抗原DNCB与体内蛋白质

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明确, 这也是我们将要

结合即构成免疫原)刺激, 不仅神经组织本身出

继续探讨的课题.

现病理变化, 而且继发性地影响到其末梢支配

致谢: 本文组织病理、荧光免疫技术分别得到

的靶器官-大肠. 在我们使用的DNCB剂量范围

宫恩聪教授和杨敏博士的指导和帮助.

炎症 ”这一观点.

内, 神经组织的变化仅见于ith DNCB最大浓度
(16 g/L)组, 只有个别神经元出现嗜碱性变、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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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 DTH反应: 迟发
型过(超)敏反应.
致敏T细胞当再次
接受相同抗原后,
被进一步激活并
大量增殖, 并释放
包括LMIF在内的
多种淋巴因子, 直
接和间接杀伤靶
细胞, 引起局部炎
症反应.
2 LMIF: 致敏T淋
巴细胞再遇相同
抗原而释放出的
一种生物活性物
质.
3 神经源性炎症:
神经(多指外周感
觉神经)受刺激,
其局部的血管通
透性增加、组织
血流量增加, 表
现为血液渗出、
局部组织温度升
高、红肿等. 这
种炎症多见于皮
肤(如特应性皮炎
和风疹)、呼吸道
(如支气管哮喘)
以及某些病原体
不明的疾病如慢
性盆腔痛、偏头
痛和类风湿性关
节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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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方法先进,
数据可靠, 观点明
确, 题目新颖, 为
溃疡性结肠炎的
神经免疫发病学
说提供了依据, 对
溃疡性结肠炎的
发病机制研究有
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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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feasibility and safety
of microwave tissue coagulation to pancreas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physiological state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after the coagulation
of canine pancreas.
METHODS: Microwave tissue coagulation of
fifteen healthy mongrel dogs’ pancreas was performed hrough laparotomy. The power and time
were set on 50 Watt and three minutes respectively. The 5 coagulated points were selected at
an interval of 1 cm. The blood amylase and other
parameters were examined regularly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dogs were killed at the instant
www.wjgnet.com

time (n = 5), the 1st d (n = 5) and 1st wk (n = 5)
after the operation.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staining together with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NADH) and TUNEL staining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RESULTS: The level of blood amylase increas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operation and the maximal value occurred within 48-72 h. Furthermore,
it returned to normal level 1 wk later if no complications occurred. The segmental microwave
lesions included hyperintense zone of coagulative necrosis and peripheral hypointense zone.
Apoptosis was observed at the peripheral zone
1 d after the operation. The fibrosis and tissue
absorption occurred finally 1 wk after the operation.
CONCLUSION: Microwave tissue coagulation is
safe and feasible, and it may be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pancreatic cancer at the late stage.
Key Words: Microwave tissue coagulation; Pancreatic cancer; Canine pancreas; Pathological changes
Cui YF, Zheng HQ, Huang R, Shi J. Experimental study
on microwave tissue coagulation of canine panc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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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对犬胰腺微波固化后的机体生理
状态及病理改变的观察, 以期探讨微波固化应
用于胰腺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方法: 成年健康杂种犬15条, 无菌手术暴露胰
腺下叶后, 利用微波探头以50 W功率, 1 cm为
间距固化5点, 每点固化时间为3 min. 术后监
测淀粉酶等血生化指标, 并分别于术后即刻、
1 d及1 wk各处死5条. 利用HE法、NADH组织
活性染色及TUNEL染色对固化中心区及固化
旁组织进行病理分析.
结果: 术后即刻血淀粉酶开始升高, 术后
48-72 h出现峰值, 无并发症者均于1 wk内降
至正常. 术后即刻可见固化区组织呈凝固性坏
死, 组织活性消失, 与周围组织分解明显. 1 d

■背景资料

热疗是近年来新
兴的一种肿瘤局
部治疗手段, 其疗
效得到初步认可.
微波固化作为一
种新的热疗手段,
其在胰腺的应用
属于起步阶段, 因
此也成为基础及
临床研究的热点.

■创新盘点

本实验采用固化
后连续监测淀粉
酶, 并描绘淀粉酶
变化曲线的方法,
突破了以往单一
时间点观察的局
限. 另外, 本实验
采用的病理染色
方法较丰富, 从不
同角度观察病理
变化, 也是实验创
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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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于固化旁组织发现大量凋亡细胞. 1 wk后
固化区纤维组织增生包裹.
结论: 微波固化治疗胰腺疾病是安全可行的.
关键词: 微波固化; 胰腺癌; 犬胰腺; 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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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胰腺固化后淀粉酶变化.

0 引言

的犬胰腺标本行HE及TUNEL染色, 以细胞出现

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

棕色颗粒为阳性, 并计算每高倍视野阳性细胞

肿瘤之一, 由于其早期诊断困难, 因此预后极差,

数; 其余标本仅行HE染色. 1 wk处死组需观察

5 a生存率不足5%. 目前, 胰腺癌的有效治疗方

动物的一般生存状态, 如饮食、排便等, 并于术

法仍然是以外科手术为主, 放射治疗及化学治

前、术后即刻及此后每12 h抽血监测血淀粉酶.

疗为辅的综合治疗. 20世纪末, 随着一系列肿瘤

统计学处理 利用SAS软件进行两个独立样

热疗手段的出现, 为胰腺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

本的秩和检验分析.

选择. 我们通过对犬胰腺微波固化后的机体生
理状态及病理改变的观察, 以期探讨微波固化

2 结果

应用于胰腺的可行性与安全性及其价值.

固化开始后, 见胰腺组织开始肿胀, 颜色变灰,
失去光泽, 且范围逐渐扩大. 至3 min时, 关闭电

1 材料和方法

源, 结束固化. 退出固化探头, 尖端无坏死组织

1.1 材料 成年健康杂种犬15条, 体质量16-18 kg,

黏着, 穿刺孔无出血及胰液渗漏. 所有动物单点

雌雄不限, 由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动

固化半径为1.74±0.10 cm, 固化面积为26.07±

物实验中心提供; 北京恒福微波治疗仪-Ⅰ型, 由

2.29 cm2. 1 wk处死组动物麻醉清醒后, 出现拒

哈尔滨鑫迪瑞科贸有限公司提供; 细胞凋亡检

食, 喜饮水. 4只动物于术后3 d起逐步恢复正常

测试剂盒购自Sigma公司. 成年健康杂种犬随机

饮食及排便, 且生存良好. 1只至处死时始终未

分为术后即刻处死组(n = 5)、1 d处死组(n = 5)

恢复正常饮食, 且体质量明显减轻,
质量明显减轻,
明显减轻, 解剖于胰腺

及1 wk处死组(n = 5).

体尾部发现包裹性积液, 内容浑浊且有腥臭味,

1.2 方法 实验动物术前12 h禁食, 以30 g/L戊巴

考虑为胰瘘所致. 1 wk处死组术前所测血淀粉

比妥钠按1 mL/kg im麻醉. 取仰卧位, 固定四肢,

酶值为12 362±751 nkat/L, 术后即刻血淀粉酶

备皮及消毒后, 铺一次性无菌单. 取上腹部正中

开始升高, 峰值出现于术后48-72 h, 为24 433±

切口, 进腹后剪开大网膜, 循十二指肠确定胰腺

772 nkat/L, 其中4只动物血淀粉酶随后缓慢下

位置, 可见犬胰腺分上、下两叶. 充分暴露胰腺

降, 1 wk后基本恢复正常(图1). 1只动物血淀粉

下叶, 以纱布隔离周围组织, 在距离前缘5 cm,

酶于20 004-23 338 nkat/L间波动, 处死后解剖证

下缘2.5 cm处为第1点, 与胰腺表面成30°角插

实为胰瘘所致.

入固化探针, 进针深度为2 c m. 设定输出功率

2.1 病理学观察结果 术后即刻, 距固化中心1 cm

为50 W, 时间为3 min, 以1 cm为间距依次水平

范围内, 可见大片凝固性坏死(图2A), 细胞核

固化5点, 查无活动出血后关腹. 于术后即刻(n =

呈固缩、破裂或溶解. 2 cm范围内除坏死细胞

5)、1 d (n = 5)及1 wk (n = 5)分别处死动物, 取

外, 可见部分细胞水肿, 且有微小出血灶. 1 d后

出胰腺, 于距离固化穿刺点1 cm及2 cm范围内

观察, 1 cm范围内的病理变化与即刻基本相同,

各取组织作为病理标本进行观察分析, 以未固

2 cm范围内出现炎症反应区, 并伴有中性粒细

化的胰腺上叶组织作为病理对照. 即刻处死的

胞浸润. 1 wk后观察, 固化区部分纤维化, 成纤

犬胰腺标本行HE及NADH组织活性染色, 利用

维细胞及脂肪细胞增多, 并有毛细血管增生.

图文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计算NADH染色阳性指

2.2 NADH组织活性染色结果 术后即刻行NADH

数(阳性指数 = 阳性染色面积/总面积); 1 d处死

组织活性染色, 有活性组织表现为蓝紫色, 无活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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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组织表现为绿色(图2B). 正常组织平均阳性指

■应用要点

A

本实验通过对胰
腺微波固化后犬
的生理及病理变
化的观察, 得出该
治疗方法针对胰
腺是安全有效的,
为其临床应用奠
定理论基础. 如进
一步进行临床研
究将会有深远的
社会经济效益.

数为0.860±0.026, 距固化中心1 cm范围内平均
阳性指数为0.035±0.015, 距固化中心2 cm范围
内平均阳性指数为0.630±0.055.
2.3 TUNEL染色结果 固化后, 凝固性坏死区周边
组织阳性染色细胞数较正常对照胰腺组织明显
增加(图2C). 正常对照胰腺组织每高倍视野阳性
细胞数为3.60±0.53, 凝固性坏死区周边组织每
高倍视野阳性细胞数为18.20±1.75, 二者有显
著差异(u = 6.8598, P = 0.0088).

B

3 讨论
胰腺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 由于其
早期诊断困难, 大部分患者就诊时已属晚期, 所
以其预后极差, 5 a生存率不足5%, 有85%的
患者在诊断后12 m o内死亡 [1] . 尽管胰腺癌的
诊断和治疗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但
根据对美国国立癌症数据库(National Cancer

C

Database) 1985-1995年100 313例胰腺癌患者的
数据调查得出的结论: 近20 a来, 胰腺癌的总体
生存率并没有改变[2]. 热疗是上世纪末兴起的治
疗肿瘤的新方法, 其疗效已经被大家公认[3-10], 因
此也为胰腺癌姑息性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 微
波固化是近年来出现的治疗实体肿瘤的新的热
疗手段, 其利用探头将微波能量集中在一个区
域, 使组织细胞内的带点粒子高速振荡, 产生热
量. 致局部组织温度达到65-100℃, 从而起到杀
灭肿瘤细胞的目的. 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
苷酸(reduced 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图 2 犬胰腺微波固化后病理染色结果. A: 固化后即刻HE
染色; B: 固化后即刻NADH染色; C: 固化后周边TUNEL染
色.

N A D H)是细胞呼吸链中的关键物质, 其活性
的存在与否可以直接代表细胞活性的有无, 故

亡或抑制凋亡, 如激素、细胞因子、抗体、超

NADH组织活性染色阴性代表了组织细胞已经

抗原、黏附分子、免疫细胞、化疗药物、致癌

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坏死变化. 传统的HE染色通

药、生长因子缺失、高温、放射线等. 细胞凋

过对细胞形态的观察判断细胞的活性, 因此有

亡中, 染色体DNA双链断裂或单链断裂而产生

时难以评定肿瘤热疗后某些区域的坏死程度.

大量的黏性3'-OH末端, 可在脱氧核糖核苷酸末

而NADH组织活性染色后, 可见坏死区与非坏死

端转移酶(TdT)的作用下, 将脱氧核糖核苷酸和

区对比明显, 界限清晰, 且可以利用图文软件将

荧光素、过氧化物酶、碱性磷酸酶或生物素形

不同区域的组织染色结果量化, 使结果更加客

成的衍生物标记到DNA的3'-末端, 从而可进行

观. 因此, NADH组织活性染色可以作为即刻评

凋亡细胞的检测, 这类方法称为脱氧核糖核苷

[11-14]

价热疗后肿瘤组织坏死程度的方法

.

细胞凋亡(cell apoptosis)的概念是Kerr在
1972年最先提出

[15]

. 他是细胞生命周期中的重

酸末端转移酶介导的缺口末端标记法(terminal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mediated nick end
labeling, TUNEL).

要组成部分, 与胚胎发育、组织发生、组织分

我们发现, 胰腺组织固化后循凝固性坏死-

化、组织修复、内环境的稳定、细胞癌变等过

急性炎症反应-机化-纤维包裹-吸收的过程发

程有紧密的联系. 与细胞坏死不同的是, 他是受

展[17-18]. 固化早期, 在凝固性坏死区周边可出现

基因控制的细胞死亡形式[16]. 许多因素可诱导凋

炎症反应带, 而本实验利用TUNEL法检测, 结果

www.wjgnet.com

2076
■同行评价

本文针对晚期胰
腺癌积极选择微
波固化作为综合
疗法的辅助措施,
是该实验明确的
目的所在. 文章实
验方法先进, 结果
计算准确, 讨论深
刻, 具有一定的学
术水平, 对临床应
用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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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该区域凋亡细胞明显增多. 咎其原因, 可能
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微波固化产生的局部高

6

温虽不能使此区域的细胞即刻坏死, 但可以在
细胞、亚细胞和分子水平上产生一系列变化导
致细胞膜通透性增加, 酶活性下降, 分裂指数下

7

降, DNA合成抑制以及染色体断裂等, 导致细胞
在固化后的一段时间内死亡. 这种变化在组织

8

固化12 h后在固化边缘区域持续存在, 可能对
病变的局部控制有利[19]. 二是此区域浸润的炎症
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作用于细胞, 使其走向凋
亡. 因此, 微波固化并非仅仅是短时间的高温作

9

用, 其可能在治疗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发挥着治
疗作用. 此外, 国内尚有直接利用“凋亡温度”
达到减瘤效果, 治疗胰腺癌的临床报道[20]. 胰腺

10

肿瘤热疗后, 血淀粉酶仍然是治疗后临床监测
的重要生化指标, 并对判断是否出现并发症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 通过对血淀粉酶检测结果进

11

行统计分析发现, 无并发症的动物的血淀粉酶
术后呈现单峰状变化, 其峰值出现于术后72 h
以内, 并于1 wk时基本恢复正常. 因此, 在胰腺

12

肿瘤热疗后的临床观察过程中, 对于那些血淀
粉酶持续升高不降或下降后短期内又升高者,
更应提高警惕, 及时发现并发症的存在, 以免导
致不良后果. 微波固化应用于胰腺尚处于探索
阶段, 相信随着技术设备以及操作方法的日趋
成熟, 微波固化将成为胰腺肿瘤安全可行且有

13

14

效的治疗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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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Hu Gan Ling
on lytic enzymes of ethanol in the experimental
rats.
METHODS: The rat model of liver injury was
induced intragastically by alcohol administration. After treatment with Essentiale, high- and
low-dose Hu Gan Ling, the alcohol concentration
in serum was determined by dual wavelength
spectrophotometry, and the contents of catalase

www.wjgnet.com

(CAT) and alcohol dehydrogenase (ADH) in
liver homogenate were detected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 of kit and by spectrophotometric
method,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s of ADH
and CYP450ⅡE1 mRNA were examin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RESULTS: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in the normal
controls, the serum content of alcohol in mode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545.7 ± 108.85
mg/L vs -51.4 ± 2.83 mg/L, P < 0.05), but the tissue content of ADH or CAT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667 ± 272 nkat/L vs 1884 ± 650 nkat/L,
P < 0.05; 112 ± 29 nkat vs 255 ± 43 nkat, P < 0.05).
However, Hu Gan Ling reduced the serum content of alcohol (low dose: 248.5 ± 96.63 mg/L;
high dose: -0.1 ± 33.94 mg/L; both P < 0.01), but
increased the tissue content of ADH (low dose:
1184 ± 422 nkat/L; high dose: 1550 ± 458 nkat/L;
both P < 0.05) or CAT (low dose: 202 ± 31 nkat/L;
high dose: 167 ± 34 nkat/L; both P < 0.05). After
modeling, the expression of CYP450ⅡE1 mRNA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10 ± 2 vs 15 ±
2, P < 0.01), and then further down-regulated by
Hu Gan Ling treatment (high dose: 8 ± 2, P < 0.05).
The mRNA expression of ADH was not markedly changed after modeling and drugs treatment (P
> 0.05).
CONCLUSION: Hu Gan Ling can activate the
lytic enzymes of ethanol, and enhance the intracorporal ethanol metabolism�.
Key Words: Hu Gan Ling ; Lytic enzymes; Ethanol;
Rats
Pan NS, Xia QJ, Huang X, Zhang LS. Effects of Hu Gan
Ling on lytic enzymes of ethanol in experimental ra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1):2077-2081

摘要
目的: 探讨中药护肝灵对乙醇代谢相关酶的
影响.
方法: 以乙醇灌胃法复制大鼠模型, 分别以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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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复及高、低剂量护肝灵处理, 双波长法检
测血中乙醇浓度, 按试剂盒说明书检查肝匀
浆中C AT含量, 活性分光光度法检测肝匀浆
ADH含量, 荧光实时定量RT-PCR观察ADH和
CYP450ⅡE1的mRNA表达.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模型组血清乙醇含
量显著升高(545.7±108.85 mg/L vs -51.4±
2.83 mg/L, P <0.05), ADH和CAT含量显著降低
(667±272 nkat/L vs 1884±650 nkat/L, P <0.05;
112±29 nkat vs 255±43 nkat, P <0.05). 与模
型组相比, 中药护肝灵可以降低口服乙醇大
鼠血中乙醇含量(低剂量: 248.5±96.63 mg/L;
高剂量: -0.1±33.94 mg/L; 均P <0.01), 提高
肝组织ADH(低剂量: 1184±422 nkat/L; 高剂
量: 1550±458 nkat/L; 均P <0.05 )和CAT(低剂
量: 202±31 nkat/L; 高剂量: 167±34 nkat/L;
均P <0.05)含量. 造模后肝组织C Y P450ⅡE1
mRNA显著下降(10±2 vs 15±2, P <0.01), 护
肝灵可使肝组织CYP450ⅡE1 mRNA表达进
一步下降(高剂量: 8±2, P <0.05). 造模及药物
处理后, ADH mRNA均无显著变化(P >0.05).
结论: 中药护肝灵可激活乙醇代谢相关酶, 进
而促进乙醇在体内的代谢.
关键词: 护肝灵; 分解酶; 乙醇; 大鼠
潘年松, 夏庆杰, 黄勋, 张立实. 中药护肝灵对实验大鼠乙醇分解

2006年7月28日

第14卷

第21期

仁、白茅根)0.3 g/粒, 相当于生药2.14 g/粒,
四川天然药物研究所加工. 多烯磷脂酰胆碱
(polyenephosphatidylcholie, APSULES、商品
名: 易善复)A.Nattermann & Cie. Gmbh Koln生
产. 肝匀浆介质PH7.4, 0.01 mol/L缓血酸氨(TrisHCl), 0.0001 mol/L乙二胺四乙酸钠(EDTA-2Na),
0.01 mol/L蔗糖, 8 g/L NaCl溶液, 所用试剂在成
都试剂厂购置. 过氧化氢酶(catalase, CAT)试剂
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 乙醇脱氢酶
(alcohol dehydrogenase, ADH)引物探针根据ADH
基因序列(NM_019286):
1 ggccattacg gccggggact gcaggaggga agaagtctac
gagaatccat ccatttcctg
61 cccacagcga aggacagcat gagcacagct ggaaaagtaa
tcaaatgcaa agcggccgtg
121 ctatgggagc ctcacaagcc cttcaccatc gaggacatag
aagtcgcacc ccccaaggcc
181 catgaagttc gcattaagat ggtggccacc ggagtctgcc
gctcagacga tcacgcggtt
241 agtggatccc tgttcacgcc tcttcctgca gttctaggcc
acgagggagc tggcattgtt
301 gagagcattg gagaaggggt gacttgtgtg aaaccaggtg
ataaagtcat cccgctgttc
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 上游引
物: ADH1F(自定义的上游引物) 5'-gagcacagc

酶的影响.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1):2077-2081

tggaaaagtaatc-3'; 下游引物: ADH1R(自定义的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077.asp

下游引物)5'-gccaccatcttaatgcgaact-3'; TaqMan
探针(A D H T M: 太克曼探针): 5'-FA M-(荧光

0 引言
采用中药复方治疗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的报道很多[1-5]. 实验研究中乙醇灌
胃法是较公认的动物模型复制方法 [5-9]. 国内较
常用的是采用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技
术研究其机制 [10-15], 但未见同时对基因的扩增
进行实时定量研究的报道. 部分研究者在研究
其他肝病时报道过加用光密度扫描定量[15]. 我们
采用白酒灌胃法复制大鼠模型, 用荧光实时定
量RT-PCR来研究自制中药护肝灵对实验大鼠乙
醇分解酶的影响如下.

素)cctcacaagcccttcaccatc-TAMRA-3'(淬灭基
团). 扩增片段长度为126 bp. 细胞色素P450Ⅱ
E1(cytochrome P450ⅡE1,CYP450ⅡE1)引物探针
根据CYP450ⅡE1序列(NM_031543):
661 ctttacaata actttgcgga ttatctacga tacctacctg
gaagccatag aaaaatcatg
721 aaaaatgtgt ctgaaataaa acagtacaca cttgaaaaag
ccaaggaaca ccttcagtca
781 ctggacatca actgcgcccg ggatgtgact gactgtctcc
tcatagagat ggagaaggaa
841 aaacacagcc aagaacccat gtacacaatg gaaaatgttt
ctgtgacttt ggccgacctg

1 材料和方法

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 上游引物:

1.1 材料 同批繁殖Winstar大鼠50只, 全♂, 体质

CYP2EF(自定义的上游引物)5'-ccaaggaacaccttcag

量180-220 g, 四川大学华西动物中心提供. 乙

tca-3'; 下游引物: CYP2ER(自定义的下游引物)5'-

醇(ethanol, EtOH)(分析醇)成都蜀都实业有限

ggctgtgtttttccttctcca-3'; TaqMan探针(CYP2ETM: 太

责任公司生产. 护肝灵胶囊(枳椇、虎杖、砂

克曼探针): 5'-FAM-ggatgtgactgactgtctcctc-TAMRA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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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扩增片段长度为90 bp.

逆转录试剂盒(RevertAid TM, RT Kit), 将提取的

1.2 方法 常规饲养7 d后, 称量体质量, 按体质量

各个标本的总RNA 2 μL, 随机引物1 μL, 超纯

大小分4层后查数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阴性对

水(ddH2O)209 μL, 置入70℃, 5 min, 然后行冰

照组)、模型对照组(模型组)、护肝灵低剂量组

水猝冷, 使RNA变性; 然后再加入8 μL预混液[5

(低剂组)、护肝灵高剂量组(高剂组)、易善复

×buffer(逆转录缓冲液)4 μL, 10 mmol/L dNTP

对照组(药物对照组), 每组10只; 除阴性对照组

2 μL, RNA酶抑制剂(RNasin)1 μL, 鼠源逆转录

外, 其余各组用500 mL/L乙醇(蒸馏水稀释)按

酶M-MLV 1 μL]; 20℃ 10 min, 42℃保温60 min,

12 mL/kg造模; 低剂组和高剂组每日同时分别予

70℃变性5 min, 得到模板cDNA, 置于-20℃冰箱

护肝灵0.15 g/kg和0.3 g/kg剂量的蒸馏水稀释液

保存备用. 逆转录. 在PCR反应管中加入cDNA

灌胃(依次相当于人用量的5倍和10倍), 药物对

模板5 μL, 25 μL PCR预混液[10×buffer(逆转

照组每日同时予易善复0.15 g/kg稀释液灌胃; 造

录缓冲液)3 μL, 10 mmol/L dNTP 1 μL, Taq

模与给药均连续42 d. 各组均普食普水饲养, 连

D N A聚合酶0.3 μ L(1.5 U), 25 m m o l/L氯化

续观察大鼠的活泼及自卫、饮食饮水、体毛皮

镁(M g C l 2)3 μ L, 10 μ m o l/L上、下游引物各

表、大小便、分泌物、死亡等情况, 并记录. 造

1 μL, 对应的10 μmol/L TaqMan探针1 μL, H2O

模及药物干预结束后, 禁食禁水12 h, 称量体质

14.7 μL]; 瞬时离心, 于FTC2000荧光定量PCR仪

量, 取大鼠股动脉血2 mL, -196℃液氮保存携

上94℃ 2 min后, 按94℃ 20 S, 53℃ 30 S, 60℃

带, 45℃温箱孵育、3000 r/min离心, 取上清液

40 S(此时收集检测荧光)循环45次, 观察记录各

参照王向阳报导的双波长法检测乙醇浓度[17]; 肝

个反应的Ct值. 同时将已知拷贝数的标准品按10

匀浆制备: 取大鼠肝脏胸侧叶下第二层的三叶

倍比例稀释成107, 106, 105, 104, 103的浓度梯度. 每

中的右侧叶肝脏作标本, -196℃液氮保存携带、

个梯度的标准品分别进行荧光定量PCR反应, 统

-60℃保存, 肝标本用8.6 g/L冷生理盐水洗涤, 滤

计其Ct值, 并以Ct值为横坐标, 标准品模板拷贝

纸吸干水份, 准确称质量, 移取9倍肝质量冷匀

数对数为纵坐标, 作标准曲线, 其相关系数r >0.96

浆介质的1/3到匀浆玻璃管中, 剪碎, 约12 000 r/

时, 即可认为Ct值与模板拷贝数对数成线性关

min冰水中间隙匀浆4次, 吸出到离心管, 其余冷

系, 并据此标准曲线计算各个标本的cDNA模板

匀浆介质2/3洗涤匀浆玻璃管, 移到前述离心管,

拷贝数.

→

3000 r/min离心15 min, 取上清液, 制成100 g/L

统计学处理 使用PEMS 3.1统计软件处理数

的肝匀浆储备液, 按试剂盒说明书检测CAT含

据, 所有计量资料用mean±SD表示, 组间比较用

量, 参照胡建强 et al [18]报道的活性分光光度法

t 检验, P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检测ADH含量, 并用荧光实时定量RT-PCR法作
ADH和CYP450ⅡE1的mRNA表达实验.
A D H及C Y P450ⅡE1的标准品制备将
5'-ccaaggaaca ccttcagtca ctggacatca actgcgcccg
ggatgtgact gactgtctcc tcatagagat ggagaaggaa
aaacacagcc-3'和5'-gagcacagct ggaaaagtaa tcaaatgcaa
agcggccgtg 121 ctatgggagc ctcacaagcc cttcaccatc
gaggacatag aagtcgcacc ccccaaggcc 181 catgaagttc
gcattaagat ggtggc-3', 序列分别经PCR扩增, 与T载体连接, 克隆到大肠杆菌DH5α, 并经测序验
证, 大量提取质粒, 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质粒
浓度, 稀释成1013拷贝/L, 获得ADH及CYP450
ⅡE1的标准品. 取冻存的大鼠右侧叶肝脏组织
约30 mg于玻璃匀浆器中, 加入1 mL RNA提取
试剂(Trizol), 冰浴中匀浆2 min, 按试剂盒使用
说明书要求提取总R N A, 溶解于20 μ L焦碳酸
二乙酯(DEPC)处理的纯水中, 紫外分光光度计
测定RNA浓度, 稀释至1 g/L. 采用MBI公司的
www.wjgnet.com

2 结果
2.1 大鼠血清中EtOH含量 模型组EtOH值较阴
性对照组明显升高, 差异有显著性(P <0.05); 高
剂组、低剂组EtOH值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差异
有显著性(P <0.05), 高剂组已接近阴性对照组值
(P >0.05)(表1).
2.2 肝组织ADH和CAT含量 模型组ADH和CAT
含量较阴性对照组明显降低, 差异有显著性
(P <0.05); 护肝灵高剂组、低剂组ADH值较模型
组明显升高, 差异有显著性(P <0.05), 高剂组已
接近阴性对照组值(P >0.05), CAT含量较模型组
明显升高, 差异有显著性(P <0.05)(表1).
2.3 肝组织A D H和C Y P450ⅡE1 m R N A表达
A D H m R N A表达C t值各组间差异均无显著
性(P >0.05). 乙醇造模的4组大鼠C Y P450ⅡE1
mRNA表达Ct值均明显低于阴性对照组, 差异有
显著性(P <0.01); 4组中以高剂组降低最明显, 与

■名词解释

1 TaqMan探针: 结
构特点为两端有
荧光素和淬灭基
团, 当两者同时存
在时, 说明未发生
新的碱基互补, 这
时荧光定量PCR
仪上不能收集到
荧光点, 反之即可
收集到荧光点.
2 起跳点: 当荧光
点开始快速升高
时的点, 称其为起
跳点.
3 Ct值: 即从能收
集到荧光点到起
跳点时的循环次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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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药复方治疗酒
精性肝病具有较
好前景. 采用荧
光 实 时 定 量 R TPCR观察ADH和
CYP450ⅡE1的
mRNA表达, 作到
定量程度, 数据齐
全, 方法先进, 有
一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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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OH、ADH、CAT含量及ADH和CYP450ⅡE1的mRNA表达Ct值 (mean±SD)

分组

EtOH

n

阴性对照组 10
9
模型组
9
护肝灵低剂
9
护肝灵高剂
9
药物对照组

含量 (mg/L)
-51.4±2.83
545.7±108.85a
248.5±96.63ad
-0.1±33.94df
114.5±64.78adfh

ADH

n
10
9
10
8
9

含量 (nkat/L)

CAT

n

1884±650
10
667±272a
8
1184±422ac 10
1550±458c
8
1334±2409ac 9

ADH mRNA

CYP450ⅡE1 mRNA

含量 (nkat/L)

n

Ct值 (次)

n

255±43
112±29a
202±31ac
167±34ace
142±33ae

10
8
10
8
8

22±2
21±9
23±3
21±2
21±3

10
8
10
9
8

Ct值 (次)
15±2
10±2b
9±2b
8±2bc
9±2b

a

P <0.05 , bP <0.01 vs 阴性对照组; cP <0.05, dP <0.01 vs 模型组; eP <0.05, fP <0.01 vs 低剂组; gP <0.05 , hP <0.01 vs 高剂组.

模型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 <0.05)(表1).

表达, 其Ct值显示: 各组间相互比较差异均无显
著性. 按文献报道和推测, 阴性对照组、模型组

3 讨论
ALD的病理组织学分型包括轻型酒精性肝病、
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纤维
化、酒精性肝硬化等病型[19]. ALD是西方国家最
常见的肝硬化病因, 也是十大常见死因之一[20].
1979年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把过量饮酒问题列入
世界公共卫生的主要问题[21].
中医认为酒毒为湿热, 戒酒为预防酒毒伤
人的根本办法. 由于戒酒很难, 所以, 本研究
以“以疏代堵”为立意, 精选枳椇、虎杖、
砂仁、白茅根等中药组方, 通过清湿热、运脾
湿、利小便, 达到解酒毒、护肝脏的目的(专利
申请号20041004864.2).
酒中有效成分为EtOH, 长期、过量饮酒是
造成乙醇性肝损伤的最主要原因, 其发病机制
有5个方面 [22]. 乙醇在肝细胞内存在2个代谢系
统: A D H系统和非A D H系统, 2个代谢系统分
为3条代谢途径 [24]: A D H途径, 定位于胞质内;
MEOS (microsomal enzyme oxidizing system,
MEOS)途径, 定位于内质网内; CAT途径, 定位
于过氧化物酶体内. 乙醇代谢过程是乙醇→乙
醛→乙酸,后者以乙酰辅酶A的形式进入三羧酸
循环, 氧化生成二氧化碳和水. 我们的实验结果
显示, 模型组EtOH 值较阴性对照组明显升高,
差异有显著性; 护肝灵高剂组、低剂组EtOH值
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差异有显著性, 高剂组已接
近阴性对照组值.
ADH是乙醇的氧化还原酶, 在乙醇代谢中
主要是将乙醇氧化为乙醛, 为乙醛进一步代谢
成为乙酸提供可能. 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 模型
组ADH值较阴性对照组明显降低, 差异有显著

间ADH mRNA表达Ct值差异应该有显著性[24],
但本实验结果相反. 我们拟做一个标品对照以
进一步验证, 但因样本已使用完, 故未能做比
较, 存疑.
C AT亦称触酶, 在人体内以肝脏、肾脏含
CAT活性最高. CAT能将细胞代谢所产生的毒
性物质过氧化氢迅速加以清除, 从而起到保护
巯基酶、膜蛋白和解毒的作用. 本结果显示, 模
型组C AT含量较阴性对照组明显降低, 差异有
显著性; 护肝灵高剂组、低剂组C AT含量较模
型组明显升高, 差异有显著性.
M E O S是肝内酒精氧化的另一重要途径,
主要存在于肝小叶第三区, 其关键酶是CYP450
ⅡE1, 分为3个亚型 [25] , 作用的环节在于加速
乙醛的氧化, 促进肝脏的解毒功能 [26] . 中国人
CYP450ⅡE1表达水平和酶活性的个体差异与

Rsa Ⅰ识别的基因多态有关[27]. 实验大鼠肝组织
荧光实时定量RT-PCR检查CYP450ⅡE1 mRNA
表达的C t值结果显示, 乙醇造模的四组大鼠
CYP450ⅡE1 mRNA表达的Ct值均明显低于阴
性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性; 四组中以高剂组降
低最明显, 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表明
阴性对照组大鼠的循环周期长, C Y P450ⅡE1
mRNA不易表达, 而受到乙醇刺激后循环周期
缩短, 易于表达, 给药干预后循环周期更加缩
短, 更易于表达, 受到乙醇刺激的4组中以高剂
组循环周期最短, 最易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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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肠癌HCT-8/5-FU耐药细胞株的建立及P-gp测定
布立民, 孙淑红, 华建平, 韩 英, 赖 靖, 鲍文漪

■背景资料

国内人大肠癌多
药耐药细胞株报
道较少, 本文用
5-FU对人大肠癌
细 胞 株 H C T- 8 进
行诱导, 建立大肠
癌多药耐药细胞
株, 并探讨耐药机
制. 通过间歇诱导
法, 浓度梯度递增
法建立的大肠癌
MDR有一定科学
性, 对P-pg的测定
有助于了解大肠
癌术后化疗差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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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tein (P-gp)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using rhodamine staining.
RESULTS: The resistant index of HCT-8/5-FU
cells to 5-FU is 16.6, and a cross-resistance to
ADM and DDP was also noticed.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the parental cells, the growth rate of
HCT-8/5-FU cells did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but the morphology of the cells was remarkably
changed. Irregular nucleus, double nucleus and
polymorphic nucleus appeared in HCT-8/5-FU
cells, and the cells shaped as polygon-like and
leptosomatic. The numbers of mitochondria,
endoplasmic reticulum and lysosome were
increased, and over-expression of P-gp was observed in HCT-8/5-FU cells.
CONCLUSION: HCT-8/5-FU multidrug resistant cell line i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The
drug-resistance mechanism of HCT-8/5-FU cell
line may be related to the over-expression of
P-gp.
Key Words: Tumor cell; Cell culture; Colorectal cancer; Drug-resistant cell line; Multidrug resistance;
P-glycoprotein
Bu LM, Sun SH, Hua JP, Han Y, Lai J, Bao WY.
Preparation of HCT-8/5-fluorouracil multidrug resistant
cell line and detection of P-glycoprotein.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1):2082-2086

AIM: To develop HCT-8/5-fluorouracil
multidrug resistant cell line and explore the
mechanism its drug resistance.

摘要
目的: 建立人大肠癌多药耐药细胞株HCT-8/5FU及并对其耐药机制进行探讨.

METHODS: High concentration of 5-FU was
used in the beginning to induce drug resistance
of HCT-8 cell line, and thereafter, the concentration of 5-FU was increased in gradient. About 7
mo later, the cells could stably grow in 2.0 mg/L
5-FU, which was named HCT-8/5-FU multidrug
resistant cell line. The resistant index of HCT8/5-FU cells to 5-FU, adriamycin (ADM), and
cisplatin (DDP) was examined with MTT assay,
and growth curve was drawn. The morp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by both light and
electron microscopy. The function of P-glyco-

方法: 先采用较大剂量间歇诱导法进行筛选,
再采用浓度梯度递增法作用, 历时7 m o, 至
HCT8细胞可长期在5-FU浓度为2.0 mg/L的细
胞培养液中稳定生长. 电镜、HE染色观察2种
细胞形态结构差异. 体外细胞毒性实验观察他
对5-FU, ADM, DDP的耐药性. 绘制亲本细胞
和耐药细胞的体外生长曲线. 罗丹明染色法检
测其两种细胞P-gp功能表达.
结果: HCT-8细胞株经7 mo诱导, 可在5-FU 2.0
g/L的培养液中稳定增殖, 具有多药耐药性, 命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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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HCT-8/5-FU, 该细胞株对5-FU的耐药指
数为16.6, 并对ADM, DDP有交叉耐药性. 该
细胞株体外群体倍增时间与亲本细胞差别不
显著. HE染色观察耐药细胞胞体较亲本细胞
大, 细胞核不规则, 可见双核、多形核, 细胞形
态不规则, 呈多角形、细长形改变, 可见巨核
细胞. 透射电镜下耐药细胞胞质内线粒体、内
质网、溶酶体增多. 流式细胞仪罗丹明染色法
观察荧光强度曲线左移, 提示耐药细胞有过度
P-gp表达.

研究所提供, 为大肠腺癌细胞, 在含100 mL/L胎

结论: 成功建立HCT-8/5-FU多药耐药细胞株.
先采用较大剂量间歇诱导进行筛选, 再采用浓
度梯度递增法作用是诱导大肠癌耐药细胞株
的较好方式. HCT-8/5-FU细胞株的耐药机制
与P-糖蛋白表达有关.

继续培养, 待细胞进入对数生长期时, 分瓶传代,

关键词: 肿瘤细胞; 细胞培养; 大肠癌; 耐药细胞株;
多药耐药; P-糖蛋白

对数生长期HCT-8和HCT-8/5-FU细胞, 胰酶消

布立民, 孙淑红, 华建平, 韩英, 赖靖, 鲍文漪. 人大肠癌HCT-

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液, 37℃, 50 mL/L CO2
饱和湿度的细胞培养箱中培养.
1.2 方法 细胞铺满瓶底约90%时, 先用50 mg/L
5-FU的培养液作用约24 h, 观察有70%细胞死亡
时, 停止药物作用, PBS缓冲液冲洗2次, 此时瓶
中仅有10%-20%细胞贴壁生长, 用含100 mL/L
胎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液培养, 约1 mo时,
细胞已铺满瓶底80%, 继续用含5-FU的培养液作
用约24 h, 改用含胎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液
以梯度增加方式, 在5-FU终浓度为0.5, 1.0, 1.5,
2.0 g/L的RPMI 1640培养液中培养, 历时7 mo,
至HCT-8细胞可长期在2.0 g/L的5-FU培养液中
稳定生长, 表明HCT-8/5-FU耐药细胞株建立. 取
化, 充分吹打悬浮, 接种于6孔培养板, 使每孔含
细胞数为1×10 4, 每孔加培养液3 m L, 每株每

8/5-F U耐药细胞株的建立及P-g p测定.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4 h计数3孔, 取其均值, 共计数6 d, 绘制细胞

2006;14(21):2082-2086

生长曲线.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082.asp

1.2.1 细胞形态学观察 取6孔培养板先加入经高
温蒸气消毒的盖玻片, 每孔3-4片, 与培养板底

0 引言

壁贴牢固定, 再加入细胞数为1×10 8/L的亲本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饮食结构的改变, 大肠

HCT-8细胞和HCT-8/5-FU细胞悬液, 3 mL/孔.

癌的发病率正逐年升高, 其发病率仅次于胃癌、

待细胞呈对数生长期时, 取出盖玻片行H E染

[1]

食道癌、肺癌等恶性肿瘤之后, 居第4-6位 . 近

色后光学树脂封片并照相. 另取对数生长期的

年来, 虽然现代外科学手术方法取得改进及非

HCT-8亲本细胞和HCT-8/5-FU细胞各一瓶, 用细

手术方法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是对术后复发或

胞刮子轻轻刮下, 离心去上清, 细胞团块用25 g/

转移尚缺乏有效手段. 肿瘤细胞耐药性限制了

L戊二醛前固定, 10 g/L锇酸后固定, 丙酮梯度

疗效提高 [2-3]. 建立大肠癌耐药细胞株为临床研

脱水, 环氧树脂包埋, 切片机进行超薄切片, 用

究肿瘤细胞多药耐药(MDR)机制提供了实验基

醋酸-铀双染色, TECNAI透射电镜观察并摄片.

础, 因此研究M D R机制和逆转M D R的方法是

1.2.2 耐药指数测定 对数生长期的HCT-8细胞和

肿瘤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

[4-5]

. 国内对人大肠癌

HCT-8/5-FU细胞, 胰酶消化, 充分吹打成细胞悬

多药耐药细胞株报道较少, 我们用5-氟尿嘧啶

液, 100 μL/孔接种于96孔板, 使每孔细胞数为1

(5-fluorouracid, 5-FU)对人大肠癌细胞株HCT-8

×104, 并设空白对照, 阴性对照, 于CO2孵箱中

进行诱导, 建立大肠癌MDR细胞株, 并探讨其生

适应性培养24 h后, 加入稀释后的抗肿瘤药物

物学特性, 为进一步寻找逆转剂的研究打好

(每种药物设5种浓度), 对照组加入等量的PBS溶

基础.

液, 对照组及各浓度组均设4孔, 继续培养48 h.
快速翻转并弃去孔中液体, 在每孔中加入1 g/L

1 材料和方法

的MTT 30 μL, 继续培养4 h, 小心吸去孔中上

1.1 材料 RPMI 1640为Gibco公司产品; 噻唑兰

清液, 在每孔中加入DMSO 100 μL, 振荡培养板

(MTT)、罗丹明123 (Rhodamine 123)、10 g/L

10 min, 使孔中沉淀完全溶解, 以490 nm为检

锇酸溶液、环氧树脂等均为美国Sigma公司产

测波长, 560 nm为参考波长, 测各孔吸光度值(A

品; 5-FU, 天津氨基酸公司产品; 顺铂(cisplatin,

值), 以平均A 值对药物浓度的对数作图, 从图上

DDP), 阿毒素(adriamycin, ADM), 齐鲁制药厂产

求出杀死半数细胞的药物浓度即ID50, 依据耐药

品. 大肠癌细胞株HCT-8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

细胞和亲本细胞对某一药物的ID50比值, 求得耐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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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细胞形态HE×100. A: HCT-8/5-FU; B: HC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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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细胞超微结构TEM×10 000. A: HCT-8/5-FU; B:
HCT-8.

药指数, 耐药指数(RI) = ID50耐药细胞/ID50亲本
1.2.3 细胞内P-gp的检测 亲本细胞和耐药细胞同
时应用, 充分消化, 分散程度要高, 将培养细胞
9

用RPMI 1640培养液漂洗1次, 制成2×10 /L细胞
悬液, 计数; 每管加入终浓度达5 g/L的罗丹明;

细胞数(×2000)

细胞.

40

HCT-8/5-FU

32

HCT-8

24
16
8
0

37℃保温30 min, 1500 r/min离心2 min, 去除培

0

1

3

4

5

t /d

养液, 再用新培养液洗去细胞外的罗丹明染料;
在37℃保温10 min, 使P-gp糖蛋白功能得以发

2

图 3

HCT-8和HCT-8/5-FU的细胞增殖曲线.

挥, 能把药物泵出; 再用RPMI 1640培养液洗1次,
异博定(10 g/L终浓度)终止泵出功能, 放在冰冷
的新RPMI 1640培养液中待检测; 流式细胞仪用

表 1 细胞对不同浓度化疗药物的IC50及耐药指数 (n = 4,
mean±SD)

488 nm的激发光, 测试细胞荧光强度.
统计学处理 应用STATA 7.0软件进行统计
学处理, 采用t 检验, P <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HCT-8

HCT-8/5-FU

耐药指数

5-FU

0.40±0.02

7.14±0.46

16.6

DDP

1.20±0.67

4.72±0.23

3.93

ADM

0.83±0.02

5.21±0.13

6.26

2.1 细胞形态和生长 HE染色观察耐药细胞胞体
较亲本细胞大, 细胞核不规则, 可见双核、多形

均达到对数生长期, 图3提示耐药细胞和亲本细

核, 细胞形态不规则, 呈多角形、细长形改变,

胞体外增殖速度相似, 但倍增时间较亲本细胞

可见巨核细胞. 而亲本细胞胞核相对较大, 胞质
质

延长.

少, 细胞形态与耐药细胞相比较规则(图1). 透射

2.2 HCT-8/5-FU具有多药耐药性 HCT-8不但对

电镜下可见两种细胞超微结构的差异, 与亲本

5-FU产生耐药性, 而且对大肠癌的常用化疗药

细胞相比, 耐药细胞胞质内可见丰富线粒体及
质内可见丰富线粒体及
内可见丰富线粒体及

物ADM, DDP也产生一定程度的交叉耐药性(表1).

内质网, 部分内质网扩张为囊泡状, 部分耐药细

2.3 P-gp蛋白的表达 罗丹明的结构与众多抗癌

胞胞质内可见大量溶酶体及酶性颗粒分泌、不
质内可见大量溶酶体及酶性颗粒分泌、不
内可见大量溶酶体及酶性颗粒分泌、不
、不
不

药物的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 可作为积累在细

规则空泡及脂滴(图2). 两株细胞在贴壁后第6天

胞内的抗癌药物的代表. 他能有效地被P-gp蛋白
能有效地被P-gp蛋白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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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胞外, 并且有强荧光性, 容易测定. 图4说明
亲本细胞由于没有或很少P-gp蛋白, 不能将进入
细胞中的罗丹明排出, 在细胞中积累大量罗丹

68
51

明, 故荧光强度很大, 曲线右移; 而耐药细胞有

34

P-g p过度表达, 使进入细胞的罗丹明有效地排

17

出, 故荧光强度低, 曲线左移.

0

3 讨论

SINGLE PARAMETER

← 亲本细胞

耐药细胞→

-1

图 4

1

10

100

1000

罗丹明染色法检测两种细胞的荧光强度曲线.

大肠癌是消化道常见恶性肿瘤之一, 早期诊断,
成功的根治性手术切除及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
[6]

感, 诱导较困难, 报道不多. HCT-8/5-FU细胞株

是提高大肠癌患者治愈率的关键 . 但临床就诊

对大肠癌的首选药物5-FU产生耐药, 并与ADM,

时多数患者已是中晚期, 术后5 a生存率一直徘

DDP等常用大肠癌化疗药产生交叉耐药, 是研

徊在50%左右,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化疗的失败.

究大肠癌M D R机制和寻找逆转剂的理想模型,

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肿瘤对分子结构不同、

对临床应用有较大指导意义.

作用机制各异的抗肿瘤药物产生交叉耐药, 即
MDR的产生

[7-8]

过去对有关耐药细胞株和恶性肿瘤的耐药

. 所以建立耐药细胞株, 通过对

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肿瘤细胞根据耐药谱

MDR发生机制的研究, 以指导临床医生选择合

不同, 其耐药类型可分为原药耐药(PDR)和多药

理的化疗方案和化疗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肿瘤

耐药(MDR)[15-16]. 化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肿瘤多

细胞与抗癌药物接触后, 不仅对其所用药物产

药耐药性(MDR)的产生. 国内外对MDR进行了

生耐药性, 对其他结构和功能不同的药物也产

广泛、深入实验和临床研究, 证明其机制包括:

生耐药性, 这种交叉耐药性通常与所用诱导药

多药耐药基因(mdr1基因)及其编码的P-糖蛋白

. 已往建立的耐药细胞

(P-gp)过度表达; 多药耐药相关蛋白(MRP)表达

系, 多采用逐步增加化疗药物浓度持续作用方

增加; 谷胱甘肽(GSH)依赖性解毒酶系统活性增

式体外诱导, 或者恒定药物浓度周期作用方式

加; 蛋白激酶C变化; DNA修复机制增强; DNA

获得. 前者所需时间较长, 一般为9-12 mo, 而恒

拓扑异构酶含量减少或性质发生改变等 [7,17-18].

定药物周期作用方式因浓度选择较困难, 浓度

P-gp能使肿瘤细胞对多种化疗药物不敏感, 他是

过高会使诱导失败, 而浓度较低, 细胞的耐药性

多药耐药基因(multidrug resistant gene)的表达产

物的耐受程度呈正比

[9-10]

. 本实

物[19]. 多数学者认为, P-gp是一种ATP能量依赖

验先用恒定浓度的化疗药物短时间接触法, 筛

泵, 能够将药物由细胞内排出, 其结果导致相应

选出对5-FU耐药性较强的细胞, 并在此基础上

细胞毒药物在细胞内蓄积减少, 致使抗癌效应

逐步增加化疗药物浓度持续作用, 在7 mo内成

丧失, 这是耐药细胞产生耐药的重要途径[8,20-21].

功诱导出H C T-8耐药细胞株, 命名为H C T-8/5-

故任何降低其外流的物质可使细胞内药物聚集

FU. 耐药细胞株对5-FU的相对耐受度提高了约

增加, 从而有效杀伤大肠癌细胞[22-23].

[11-13]

不明显, 诱导周期较长, 均有一定不足

16倍, 并对ADM, DDP也产生一定程度耐药. 与

目前已建立了数种不同敏感性和特异性的

亲代细胞相比, 耐药细胞生长速度较慢, 倍增时

多药耐药检测方法, 用于确定恶性肿瘤不同的

间延长. 形态学上, 耐药细胞体积增大, 胞质空

耐药机制. 在RNA水平上的检测方法有Northern

泡及颗粒增多, 不规则形态细胞增多. 电镜下观

blot, Slot blot, RT-PCR, RNAse protection assay和

察两种细胞的超微结构, 可见耐药细胞胞质中

原位杂交. 而免疫组化, Western blot和流式细胞

有丰富内质网、线粒体, 部分线粒体扩张, 胞质

术可用于耐药蛋白的检测[24-25]. 另外功能性检测

内还可见到大量溶酶体及酶性颗粒分泌及不规

方法如罗丹明123的摄取和抗癌药物在细胞内

则空泡及脂滴存在, 内质网增生及溶酶体与细

的积聚可用于确定不同耐药蛋白的功能活性[26].

胞的解毒功能、吞噬外来物质作用相关, 而线

这些方法有的用于大体肿瘤标本的检测, 有的

粒体增多与脂滴存在也提示细胞器功能增强,

用于细胞株研究. 通过罗丹明活细胞染色证明

提示随着HCT-8/5-FU细胞耐药性增强, 其生物

HCT-8/5-FU细胞能够有效地将细胞内化疗药物

学特性已发生变化. 已往的大肠癌耐药细胞株

排出胞外, 提示HCT-8/5-FU细胞的耐药机制与

[14]

P-gp过度表达有关[27]. 但如上所述, 肿瘤细胞产

采用ADM, 丝裂霉素等 , 因5-FU对肿瘤细胞敏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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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耐药性的机制是多方面的, HCT-8/5-FU细胞
的多药耐药机制除P-gp过度表达外, 还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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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组织与血清中VEGF和bFGF的表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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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 in serum and tissues
of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and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astric cancer.
METHODS: Avidin-biotin system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ABC-ELISA)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serum expression of VEGF
and bFGF in preoperative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n = 73)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n = 20).
Meanwhile,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VEGF and bFGF in the
cancer and cancer-adjacent tissues�.
www.wjgnet.com

RESULTS: The serum expression of VEGF and
bFGF in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VEGF: 101.8 ± 53.3 ng/L vs 16.1 ± 22.5 ng/L,
P < 0.05; bFGF: 152.9 ± 42.7 ng/L vs 25.0 ± 11.4
ng/L, P < 0.05). The serum expression of VEGF
and bFGF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pth of invasion, TNM staging,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distant metastasis, but not with
the age, sex of patients, and pathological types
(P < 0.05). The positive rates of VEGF and bFGF
expression in gastric cancer tiss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ancer-adjacent
tissues (χ2 = 32.1, P < 0.05; χ2 = 17.7, P < 0.05).
The tissue expression of VEGF and bFGF were
also correlated with the depth of invasion, TNM
staging,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distant metastasis (P < 0.05), but not with the age, sex of
patients, and pathological types. There existed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serum and tissue
expression of VEGF and bFGF (in serum: r =
0.439, P < 0.01; in tissue: r = 0.391, P < 0.0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and tissue expression
was also significantly positive (VEGF: r = 0.346,
P < 0.01; bFGF: r = 0.304, P < 0.01).
CONCLUSION: VEGF and bFGF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oncogenesis, progression,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which may
become new tumor markers for preoperative
diagnosis, postoperative following-up, metastasis or recurrence monitoring, assessment of antiangiogenesis drugs.
Key Words: Gastric cancer;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Zhou HF, Wu J, Wang CH, Zhang B, Liu D, Wang W,
Zhao N. Express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nd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in gastric carcinoma
and their significanc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1):2087-2092

摘要
目的: 研究胃癌患者血清和组织中V E G F,
bFGF的表达与胃癌临床特征之间的关系, 研
究二者的相关性及组织和血清之间的相关性,
探讨VEGF, bFGF在胃癌的发生、发展、侵袭

■背景资料

肿瘤的生长和转
移是血管新生依
赖性的, 近几年来
研究表明, 新生毛
细血管向肿瘤内
生长与血管新生
刺激因子有关, 如
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VEGF)和碱性
成纤维细胞生长
因子(bFGF), 作用
于自身的生长因
子受体, 形成自分
泌循环, 不断刺激
血管增殖, 使肿瘤
无休止生长. 研究
证实, 血管生长因
子的表达与肿瘤
的发生、发展、
侵袭、转移和预
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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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现国内外该研究
的热点主要是
VEGF和bFGF在
肿瘤的发生、发
展、侵袭、转移
和预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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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疗方案仍难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 肿瘤
的浸润和转移是肿瘤治疗的最大障碍和直接导

方法: 应用酶联免疫技术(ABC-ELISA方法)
检测73例胃癌患者术前血清和20例健康体检
者血清中的VEGF, bFGF的表达水平, 同时应
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癌组织和癌旁
组织中VEGF, bFGF的表达.
结果: 胃癌患者术前血清VEGF, bFGF表达水
平均明显高于健康体检者(VEGF: 101.8±53.3
ng/L vs 16.1±22.5 ng/L, P <0.05; bFGF: 152.9
±42.7 ng/L vs 25.0±11.4 ng/L, P <0.05). 胃癌
患者术前血清VEGF, bFGF的表达水平均随胃
癌的浸润深度、TNM分期、淋巴结转移、远
处转移而增高(P <0.05), 而与年龄、性别及病
理类型无关. 胃癌组织VEGF的阳性表达率为
71.2%, 癌旁组织中VEGF均未见阳性表达, 二
者之间有显著性差异(χ2 = 32.1, P <0.05); 胃癌
组织中bFGF的阳性表达率为63.0%、癌旁组
织中bFGF阳性表达率为(10%), 二者之间亦
有显著性差异(χ2 = 17.7, P <0.05). 胃癌患者组
织VEGF, bFGF的表达水平均与胃癌的浸润
深度、TNM分期、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有
关(P <0.05), 而与年龄、性别及病理类型无关.
胃癌患者血清VEGF的表达水平与血清bFGF
的表达水平呈明显正相关(r = 0.439, P <0.01),
胃癌患者组织VEGF的表达水平与组织bFGF
的表达水平呈明显正相关(r = 0.391, P <0.01);
胃癌患者术前血清VEGF的表达水平与组织
VEGF的表达呈正相关(r = 0.346, P <0.01), 术
前血清bFGF的表达水平与组织bFGF的表达
呈正相关(r = 0.304, P <0.01), 均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VEGF, bFGF在胃癌的发生、发展、转
移及预后起着重要的作用, 有望成为胃癌术前
诊断、术后随访、复发转移监测、评价抗血
管生成药物疗效和化疗效果判定的新的肿瘤
标志物.

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血管新生与实体瘤的
生长、浸润、转移及预后密切相关, 已成为肿
瘤治疗的新靶点之一 [2] . 血管生成最重要的正
性调控因子是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与碱性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3]. 我们采用ABC-ELISA法和免疫组织
染色方法同时对73例胃癌患者血清和组织中
VEGF, bFGF进行检测, 观察二者在胃癌血清和
组织中的表达, 探讨二者与胃癌临床特征之间的
关系及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以及血清和组织之间
的相关性, 为肿瘤的靶向治疗寻求新的靶点, 为
用血清代替组织来检测胃癌生长情况提供理论
依据. 获取血清标本简单、方便、患者依从性
好, 因此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2004-06/2005-06住院胃癌患者73例, 男
59例, 女14例, 年龄38-83(平均59.2)岁. 所有病例
术前均未进行过放疗和化疗, 术后均经病理证实
为胃癌, 而且均有完整的临床和病理资料, 其中
高、中分化腺癌19例, 低分化腺癌43例, 黏液癌5
例, 印戒细胞癌6例. 临床分期采用1988年国际抗
癌联盟(UICC)正式颁布的国际统一的胃癌TNM
分期法, 其中Ⅰ+Ⅱ期34例, Ⅲ+Ⅳ期39例; 淋巴
结转移54例, 无淋巴结转移19例; 远处转移12例,
无远处转移61例. 血清正常对照组为健康体检
者20例, 男12例, 女8例, 年龄27-55(平均37)岁. 术
前留取空腹静脉血3.0 mL, 混匀后于3000 r/min
离心10 min, 分离出血清存放在-20℃冰箱保存
待检. 人VEGF定量ELA试剂盒(进口分装)和人
b F G F定量E L A试剂盒(进口分装)均购自上海
森雄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电热恒温培养箱(上海

关键词: 胃癌; 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碱性成纤维
细胞生长因子
周红凤, 吴瑾, 王翠华, 张波, 刘丹, 王雯, 赵宁. 胃癌组织

市跃进医疗器械一厂), D N X-9620电脑洗板机
(北京普朗新技术有限公司), TDL-5OB离心机,
Biocell2010型酶标仪, TL-2000MM-1型微量振荡

与血清中V E G F和b F G F的表达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仪. 鼠抗人VEGFmAb、兔抗人bFGFmA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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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化试剂盒、DAB显色试剂盒均购自福州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087.asp

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VEGF和bFGF的测定 建立标准曲线: 设

0 引言
[1]

胃癌是常见恶性肿瘤 . 目前对胃癌的治疗, 仍

标准孔8孔, 每孔中各加入样品稀释液100 μ L,

以包括淋巴结清扫在内的外科手术为主, 以术

第1孔加标准品100 μ L, 混匀后用加样器吸出

前术后的化疗为辅. 对晚期胃癌而言, 上述胃癌

100 μL, 移至第2孔. 如此反复做对倍稀释至第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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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创新盘点

B

VEGF在胃组织中的表达. A: 胃癌组织, 阳性; B: 癌旁组织, 阴性.

7孔, 最后, 从第7孔中吸出100 μL弃去, 使之体

统计学处理 数据资料Microsoft Excel软件

积均为100 μL. 第8孔为空白对照. 待测样品孔

录用计算机, 计量资料以mean±SD表示, 各组间

中每孔加入待测样品100 μL和50 μL, 置37℃

均数比较用独立样本t 检验或t '检验, 血清VEGF

120 min, 用洗涤液将反应板充分洗涤4-6次, 在

和bFGF与病理类型的关系用方差分析, 计数资

滤纸上印干; 每孔中加入第一抗体工作液50 μL,

料采用c 2检验, 两组间关系运用非参数统计中

置37℃ 60 m i n, 用洗涤液将反应板充分洗涤

Spearman等级相关进行分析. 统计分析在SPSS

4-6次, 在滤纸上印干; 每孔加酶标抗体工作液

10.0软件上进行处理, 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100 μL, 置37℃ 60 min, 洗板同前; 每孔加入底

意义.

物工作液100 μL, 置37℃暗处反应5-10 min, 每
孔加入1滴终止液混匀, 在492 nm处测吸光值;

2 结果

VEGF以标准品3200, 1600, 800, 400, 200, 100,

2.1 血清VEGF和bFGF测定结果 胃癌患者术前

50, 0 ng/L之A 值在Biocell2010型酶标仪上画出

血清VEGF和bFGF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体检

标准曲线. 根据样品A 值在该曲线图上查出相应

者, 经统计学分析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有统计学意义(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

人VEGF含量; bFGF以标准品500, 250, 125, 62,

1). 胃癌患者术前血清VEGF的表达水平随原发

31, 16, 8, 0 ng/L之A 值在Biocell2010型酶标仪

肿瘤的浸润深度、TNM分期、淋巴结转移、远

上画出标准曲线. 根据样品A 值在该曲线图上查

处转移而增高, 并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而与

出相应人bFGF含量.

年龄、性别及病理类型无关(表1). 胃癌患者术

1.2.2 组织VEGF和bFGF的测定 所有标本经常

前血清b F G F的表达水平随原发肿瘤的浸润深

规切片制成4 μm厚切片, 备染. 取其中20例癌旁

度、TNM分期、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而增高,

组织作对照. 组织VEGF和bFGF测定用免疫组

并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而与年龄、性别及病

化染色法(SP法), 每次染色流程均设有对照作为

理类型无关(表1). 胃癌患者术前血清V E G F和

染色质量控制标准. 阳性对照用福州迈新生物

bFGF的表达水平用非参数统计中Spearman等级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已证实的阳性VEGF和bFGF

相关进行分析呈正相关(r =0.439, P <0.01), 有统

大肠癌切片为对照, 以PBS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

计学意义. 胃癌患者术前血清与组织VEGF表达

照, 至少有2名有经验的病理医师独立观察切片.

水平用非参数统计中Spearman等级相关进行分

VEGF阳性着色位于细胞质中, 呈弥漫或散在的

析呈正相关(r = 0.346, P <0.01), 有统计学意义.

棕黄色颗粒. 阳性癌细胞≥10%为阳性, 无阳性

2.2 组织VEGF和bFGF的测定结果 VEGF阳性

[4]

癌细胞或阳性癌细胞<10%为阴性 . bFGF阳性

着色位于细胞质中, 呈弥漫或散在的棕黄色颗

着色位于细胞质中, 细胞质、细胞膜表面也有

粒(图1). 73例胃癌组织中VEGF的阳性表达率为

少量着色, 为棕黄色颗粒, 采用Eastham et al 的

71.2%, 20例癌旁组织中VEGF均未见阳性表达,

判定方法: 即无着色为(-); 切片中癌组织阳性染

二者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 <0.05). bFGF阳性着色

色弱, 阳性范围<50%者判定为(+); 染色弱, 阳

位于细胞质中, 细胞质细胞膜表面也有少量着

性范围≥50%者判定为(++); 染色强, 阳性范围

色, 为棕黄色颗粒(图2). 73例胃癌组织中bFGF

<50%者判定为(+++); 染色强, 阳性范围≥50%

的阳性表达率为63.0%, 20例癌旁组织中bFGF

者判定为(++++).

阳性表达率为10%, 二者之间有统计学意义

[5]

www.wjgnet.com

目前国内外关于
VEGF和bFGF在
胃癌组织中的表
达及临床意义
的研究较多, 而
血清中VEGF和
bFGF的表达及临
床意义研究较少,
VEGF和bFGF在
胃癌组织和血清
中相关性的研究
国内尚未见报道.
本文通过对VEGF
和bFGF在胃癌组
织和血清中表达
情况, 以及二者在
组织和血清中相
关性的研究, 来探
讨VEGF和bFGF
在胃癌的发生、
发展、侵袭、转
移和预后中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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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实验结果证实
无论胃癌组织
中还是血清中,
VEGF和bFGF的
表达均与胃癌的
发生、发展、侵
袭、转移和预后
密切相关. 虽然目
前工作还仅限于
实验室研究阶段,
但却具用广阔的
应用前景, 在不久
的将来VEGF和
bFGF有望成为胃
癌术前诊断、术
后随访、复发转
移、评估抗血管
生成药物疗效和
化疗效果判定提
供新的肿瘤标志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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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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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F阳性

bFGF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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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FGF在胃组织中的表达. A: 胃癌组织, 阳性; B: 癌旁组织, 阴性.

胃癌患者术前VEGF和bFGF表达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血清VEGF

血清bFGF

(ng/L, mean±SD)

(ng/L, mean±SD)

n (%)

n (%)

101.3±54.5

154.6±41.4

41 (69.5)

35 (59.3)

145.6±49.2

11 (78.6)

11 (78.6)

148.8±45.3

25 (67.6)

24 (64.5)

临床特征

n

男

59

女

14

104.3±49.5

年龄: <60岁

37

100.1±57.2

36

103.6±49.7

157.1±40.1

27 (75.0)

22 (61.1)

高中分化腺癌

≥60岁

19

101.1±55.5

155.2±39.2

14 (73.7)

12 (63.2)

低分化腺癌

43

98.7±51.5

151.9±44.7

31 (72.1)

26 (60.5)

5

120.4±67.1

138.4±35.0

2 (40.0)

4 (80.0)

黏液腺癌
印戒细胞癌

6

111.1±57.4

164.6±52.7

5 (83.3)

4 (66.7)

浸润: 未及浆膜

16

53.0±24.2

109.2±40.0

5 (31.3)

4 (25.0)

累及浆膜

57

115.5±51.2a

165.2±35.0a

47 (82.5)a

42 (73.7)a

淋巴结转移:
无

19

66.9±42.9

125.3±40.8

7 (36.8)

6 (31.6)

有

54

114.1±51.4a

162.6±39.3a

45 (83.3)a

40 (74.1)a

TNM:Ⅰ＋Ⅱ期

34

73.0±43.4

127.1±36.1

20 (58.8)

13 (38.2)

Ⅲ＋Ⅳ期

39

127.0±48.5a

162.6±39.3a

32 (82.0)a

33 (84.6)a

远处转移:
无

61

92.9±51.1

144.6±39.9

34 (55.7)

34 (55.7)

有

12

147.3±40.9a

195.2±30.3a

12 (100)a

12 (100)a

总计

73

101.8±53.3

a

152.9±42.7

a

健康人

20

16.1±22.5

25.0±11.4

a

P <0.05.

(P <0.05). VEGF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与性别、

血清VEGF的表达水平与血清bFGF的表达水平

年龄、病理类型无关(P >0.05), VEGF在累及浆

呈明显正相关(r = 0.439, P <0.01), 胃癌患者组织

膜、有淋巴结转移、TNM分期(Ⅲ+Ⅳ期)、有远

VEGF的表达水平与组织bFGF的表达水平呈明

处转移组阳性表达明显高于未累及浆膜, 无淋

显正相关(r = 0.391, P <0.01); 胃癌患者术前血清

巴结转移、TNM(Ⅰ+Ⅱ期)、无远处转移组, 有

VEGF的表达水平与组织VEGF的表达呈正相关

统计学意义(P <0.05, 表1). bFGF在胃癌组织中

(r = 0.346, P <0.01), 术前血清bFGF的表达水平

的表达与性别、年龄、病理类型无关(P >0.05),

与组织bFGF的表达呈正相关(r = 0.304, P <0.01),

bFGF在累及浆膜、有淋巴结转移、TNM分期

均有显著性差异.

(Ⅲ+Ⅳ期)、有远处转移组阳性表达明显高于
无淋巴结转移、T N M分期(Ⅰ+Ⅱ期)、无远处

3 讨论

转移组,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1). 胃癌患者

1971年, Folkman最早提出肿瘤生长需要血管新
www.wjgnet.com

2091

周红凤, 等. 胃癌组织与血清中VEGF和bFGF的表达意义

生, 认为肿瘤细胞和血管组成一个高度整合的

自中胚层和神经外胚层的细胞增殖和分化等作

生态系统, 源于肿瘤细胞或相关炎性细胞的弥

用. 研究发现, 许多肿瘤中均有不同程度的bFGF

散信号促使内皮细胞从休止状态变为快速增殖

的表达, 并与很多实体瘤的血管密度、侵袭转

状态, 并设想通过抑制肿瘤血管新生来控制肿

移及预后不良相关[9-10]. 我们发现, bFGF在胃癌

瘤. 随着内皮细胞培养技术的建立, 血管生成抑

组织中的表达与年龄、性别、病理类型无关.

制剂的发现以及血管生成活性蛋白纯化工作的

bFGF在胃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63.0%)明显

完成, 这一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 现代

高于胃癌癌旁组织(10%), 而且随浸润深度加深

观点认为肿瘤的生长和转移依赖于肿瘤血管形

阳性表达增加. bFGF在Ⅲ+Ⅳ期胃癌组织中的

成. 肿瘤的生长有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即从无

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Ⅰ+Ⅱ期, 这说明组织bFGF

血管的缓慢生长期转为有血管的快速增殖期,

的表达与胃癌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 胃癌细

血管的生长使肿瘤能获得足够的营养而完成血

胞主要通过淋巴途径进行远处转移, 淋巴结有

管切换期. 新生血管形成之后, 肿瘤灶局部快速

无转移及转移的程度是决定胃癌患者预后的重

[6]

播散, 增强肿瘤灶的远处转移能力 . 因此, 血管

要因素. 本研究在胃癌组织中有淋巴结转移组

形成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侵袭及转移中发挥

和无淋巴结转移组b F G F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着重要作用, 已成为肿瘤治疗的新靶点之一 , 目

74.1%, 31.6%, 二者之间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前已知的血管生成促进因子包括VEGF、血小

表明胃癌组织bFGF的阳性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关

板源生长因子、转化生长因子、表皮细胞生长

系密切. 还发现, 有远处转移组胃癌组织VEGF

因子等, VEGF是目前所知道的最强的直接作用

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无远处转移组. 这都说

血管内皮细胞的生长因子. 正常情况下, VEGF

明, bFGF阳性表达率越高, 越易发生转移.

[2]

在人体许多正常组织中表达水平极低, 而大多
[7]

本研究表明, 胃癌患者术前血清bFGF表达

数恶性肿瘤存在V E G F高表达 . 这与本研究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体检者, 而且与胃癌的浸润

VEGF在胃癌组织的阳性表达率(71.2%)明显高

深度、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和远处转移有关,

于胃癌癌旁组织(0%)一致. 而且我们还发现, 组

与性别、年龄及病理类型无关. bFGF血清来源

织中VEGF的阳性表达与性别、年龄及病理类

有两个原因: 肿瘤细胞损害后释放, 因肿瘤发展

型无关, 而与肿瘤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临

到一定时间, 出现细胞死亡或坏死, 释放至血液;

床分期、远处转移有显著关系, 这些结果提示,

另一途径是为肿瘤细胞衍生的旁分泌因子[11]. 而

VEGF有促进血管生成作用, 在肿瘤生长、浸润

且血清b F G F的表达与组织中的表达具有一致

和转移中起重要作用. VEGF在多种肿瘤患者的

性, 呈正相关关系.

血液和/或尿液中能够检测到, 且与分期和预后

恶性肿瘤的死亡率已逐渐占据各种疾病的

有关. 我们以血清VEGF为指标观察其与胃癌临

首位, 而胃癌则是威胁我国人民生命健康最严

床特征的关系, 结果显示, 血清VEGF的表达水

重的恶性肿瘤之一, 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居恶

平随胃癌的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

性肿瘤之首. 早期胃癌的发现率不超过治疗患

和远处转移而增高, 与性别、年龄及病理类型

者的10%, 而我国目前情况尚难于全面开展胃癌

无关. 这与以组织VEGF表达为指标得出的结论

普查工作, 是胃癌5 a生存率难于提高的重要原

基本一致, 而且我们用统计学分析, 二者呈正相

因. 目前重要的是寻找一种简便、快捷的诊断

关关系, 表明血清VEGF至少部分反映了肿瘤的

胃癌的方法. 本研究结果显示, 胃癌血清VEGF

血管增生情况, 从而可能更方便地评价肿瘤血

和bFGF的表达水平分别与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水

[8]

管增生, 这与其他人的研究相似 .

平一致, 呈正相关关系. 说明血清VEGF和bFGF

血管生成另一重要的正性调控因子是

的检查可能替代组织中VEGF和bFGF的检查, 为

bFGF. 人bFGF是由146个氨基酸组成的多功能

胃癌术前诊断、术后随访、复发转移监测、评

调节性多肽, 分子质量为18 kDa, 基因编码定位

价抗血管生成药物疗效和化疗效果判定提供新

于4号染色体, 是分布体内最广泛的生长因子之

的肿瘤标志物. 这与Komorowski et al [12]研究外

一. 许多肿瘤表达此因子, 他具有促进有丝分裂

周血VEGF和bFGF的浓度是肿瘤诊断的附加标

原产生、促进趋化性和内皮细胞迁移、刺激内

志的结果相一致. 如以肿瘤组织为标本检测肿

皮细胞产生胶原酶以降解基底膜、诱导大量来

瘤生长情况, 只能在术后一次性完成, 对复发转

www.wjgnet.com

■名词解释

血管新生: 是指在
已经存在血管的
基础上以发芽的
方式形成新的微
血管. 血管新生存
在于很多生理和
病理过程中, 其与
实体瘤的生长、
浸润、转移及预
后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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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患者需进行创伤性检查才能取得标本, 费
用高、时间长、依从性差, 而以血清为标本, 取

5

材方便、费用低、时间短、患者依从性好, 便
于各级医院开展. 血清VEGF, bFGF的检查作为
一种无创、简便易行的检查反映肿瘤血管生成
指标的方法, 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
我们还发现, 胃癌患者血清VEGF和bFGF
表达水平存在正相关, 胃癌患者组织中的VEGF
和b F G F表达水平也存在正相关, 说明二者都
是促进胃癌血管生成的重要因素, 在胃癌的发

6

7
8

生、发展、转移和预后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在
肿瘤血管生成过程中Tamura et al [13]发现VEGF
与bFGF有协同作用. 1998年Seghezzi et al [14]报
道, 尽管静息期的内皮细胞不表达VEGF, 但加

9

人外源重组bFGF能引起内皮细胞合成VEGF及
小鼠角膜血管形成, VEGF抗体则能抑制此作用.
Goldman et al

[15]

10

的研究表明, VEGF的促细胞作

用比bFGF大3倍, 但是少量的bFGF能使VEGF的
作用增加2-3倍. 此外, Soker et al [16]发现, VEGF
和bFGF在局部缺血的动物模型中显示出强大的
促血管作用. 目前已有文献报道通过应用抗血
管生成因子来抑制肿瘤血管生成, 从而达到治

11
12

疗肿瘤的目的. 总之, 研究VEGF和bFGF在胃癌
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对
揭开胃癌发生、发展、转移机制和指导临床治
疗提供重要的理论价值. VEGF, bFGF也有望成

13

为抗肿瘤治疗的新靶点, 从而为肿瘤治疗开辟
新天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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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DNA
mismatch repair gene hMLH1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s in gastric cancer and premalignant
lesions.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cal techniqu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hMLH1
protein in 20 cases of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20 cases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omplicated with intestinal metaplasia, 8 cases of adenomatous polyp, 58 cases of gastric cancer and
the corresponding cancer-adjacent mucosa.
RESULTS: The hMLH1 protein was expressed
mostly in epithelial cytoplasm and a little in cell
nucleus. The positive rate of hMLH1 expression in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and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intestinal metaplasia were
all 90%,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χ2 =
9.741, P = 0.02) than those in adenomatous polyp
(62.5%) and the corresponding cancer-adjacent
mucosa (62.1%). The positive rate of hMLH1 expression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www.wjgnet.com

gastric cancer (72.4%) and the others (P > 0.05).
Of 58 cases of cancer-adjacent mucosa, 21 (36.2%)
were with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and 37
(63.8%) with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and intestinal metaplasia. The positive rates of hMLH1
expression were similar between the 21 and 37
cases, but they were both marked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nonneoplastic mucosa (χ2 = 9.885, P
= 0.02).
CONCLUSION: Absence of hMLH1 expression
may be one of the early molecular events in the
carcinogenesis of gastric cancer. Timely visiting
and monitoring chronic gastric patients with absence of hMLH1 protein expression may help to
achieve early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Key Words: Mismatch repair gene; hMLH1; Gastric
neoplasm; Adenomatous polyp; Gastritis; Immunohistochemistry
Xiao GZ, Liu XS. Expression of DNA mismatch repair
gene hMLH1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gastric cancer and
premalignant lesion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1):2093-2097

摘要
目的: 探讨DNA错配修复基因hMLH1在胃癌
和癌前病变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PV-6000二步法
检测20例慢性浅表性胃炎、20例慢性萎缩性
胃炎伴肠化生、8例胃腺瘤性息肉、58例胃癌
患者癌组织及其癌旁组织的hMLH1基因蛋白
表达.
结果: hMLH1基因蛋白主要表达于黏膜上皮
的细胞质内, 少量表达于细胞核. 在慢性浅表
性胃炎上皮细胞和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
的阳性表达率(均为90%)明显高于胃腺瘤性
息肉及胃癌旁组织上皮细胞的阳性表达率(分
别为62.5%和62.1%),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χ2 =
9.741, P = 0.02). hMLH1基因蛋白在胃癌细胞
的表达率为72.41%, 与前四者之间差别无统
计学意义. 在58例癌旁组织中, 21例(36.2%)为
慢性浅表性胃炎, 37例(63.8%)为慢性萎缩性

■背景资料

hMLH1是一种错
配修复基因, 其表
达缺失与多种肿
瘤的发生有关. 我
们对hMLH1在胃
黏膜相关疾病中
表达进行研究, 初
步探讨hMLH1表
达与胃癌演进的
关系, 为深入研究
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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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hMLH1有望成为
胃癌检测的早期
指标, hMLH1蛋
白表达缺失的机
制有待于进一步
研究, 以便用于胃
癌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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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炎伴肠化生, 二者hMLH1蛋白阳性表达率
相近, 但明显低于非胃癌患者慢性浅表性胃炎
和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的阳性表达率, 差
别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 9.885, P = 0.02).

表 1

结论: hMLH1表达缺失可能是胃癌的早期分
子事件, 对hMLH1蛋白表达缺失的慢性胃炎
患者进行随访、监测, 可能有利于胃癌的早期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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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LH1蛋白在不同胃黏膜上皮细胞的阳性表达率

分组

n hMLH1阳性表达(率%)

慢性浅表性胃炎

20

18

90

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

20

18

90

癌旁慢性浅表性胃炎

21

12

57.1a

癌旁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 37

24

64.9a

8

5

62.5a

癌旁组织

58

36

60.1a

癌组织

58

42

72.4

腺瘤性息肉

关键词: 错配修复基因; hMLH1; 胃肿瘤; 腺瘤性息
肉; 胃炎; 免疫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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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 <0.05 vs 慢性胃炎.

肖桂珍, 刘希双. 胃癌和癌前病变中错配修复基因hMLH1的表
达及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1):2093-2097

EDTA) 10 min; 滴加一抗hMLH1(工作浓度为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093.asp

1∶50), 37℃温箱孵育60 min, PBS冲洗; 加入二
抗, 温箱孵育20 min; DAB显色, 苏木素复染, 中

0 引言

性树胶封片. 取已知阳性组织作阳性对照, PBS

胃癌是消化道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其发病

取代一抗作阴性对照. 所有切片均由两位资深

率及死亡率居消化道恶性肿瘤之首, 他的发

病理学专家阅片. 每张切片计数5个高倍视野,

生、发展涉及多基因和多步骤的过程. 错配修

每个视野取100个细胞, 阳性表达以黏膜上皮细

复(MMR)基因是由一系列错配修复碱基的酶分

胞质或核出现棕黄色颗粒为准. 根据Friedrichs

子(包括hMLH1)组成, 他的缺陷导致基因组不稳

et al [1]判定结果: 不着色为0分, 浅黄色为1分, 棕

定性、出现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le,

黄色为2分, 棕褐色为3分; 着色细胞占计数细胞

MSI)、对肿瘤易感. 我们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

百分率≤5%为0分, 6%-20%为1分, 21%-50%为2

术, 检测错配修复基因hMLH1蛋白在慢性浅表

分, ≥51%为3分; 染色程度与染色细胞百分率得

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腺瘤性息

分乘积为最后得分: 0-1分为阴性病例, 2分以上

肉、癌旁组织以及癌组织的表达情况, 以探讨

为阳性病例.

其表达与胃癌的关系和意义.

统计学处理 采用χ 2 检验, 应用统计软件
SPSS l1.5进行统计学分析.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2005-01/2005-08外科手术切除的胃癌

2 结果

58例, 男35例, 女23例, 年龄35-80(中位62)岁, 术

2.1 hMLH1蛋白在胃上皮细胞的表达 hMLH1

前未经放化疗. 另胃镜活检慢性浅表性胃炎20

蛋白的阳性表达表现为黏膜上皮细胞质出现

例, 男9例, 女11例, 年龄14-65(中位40)岁; 慢性

棕黄色颗粒, 少量细胞核出现棕黄色颗粒(图1).

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20例, 男7例, 女13例, 年龄

hMLH1蛋白在慢性浅表性胃炎和慢性萎缩性胃

34-75(中位50)岁; 胃腺瘤性息肉8例, 男5例, 女3

炎伴肠化生黏膜上皮细胞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

例, 年龄46-79(中位60)岁. 全部病例均经病理证

腺瘤性息肉和癌旁黏膜上皮细胞, 差异有显著

实, 无癌症病史, 无肿瘤家族史. 标本经40 g/L中

性(χ2 = 9.741, P = 0.02<0.05, 表1); hMLH1蛋白

性甲醛固定, 常规石蜡包埋. hMLH1多克隆兔抗

在癌细胞阳性表达率低于慢性浅表性胃炎和慢

体购自Santa Cruz公司, PV-6000试剂盒购自北京

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 而高于腺瘤性息肉和

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为Zymed公司推出

癌旁黏膜上皮细胞, 但两两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的二步法免疫组化检测试剂.

腺瘤性息肉和癌旁黏膜上皮细胞比较差异亦无

1.2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PV-6000两步法. 对石蜡

显著性.

包埋的标本连续切为3-4 µm厚的薄片, 展平黏

2.2 慢性胃炎黏膜上皮细胞hMLH1表达 在58例

于挂胶的载玻片上, 置烤片箱内60℃烤6 h; 二

癌旁组织中, 21例(36.2%)为慢性浅表性胃炎,

甲苯脱蜡, 梯度乙醇水化; 30 mL/L的过氧化氢

37例(63.8%)为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 二者

孵育10 min; 微波抗原修复(修复液为pH 6.0 的

hMLH1蛋白阳性表达率相近, 但明显低于非肿
www.wjgnet.com

2095

肖桂珍, 等. 胃癌和癌前病变中错配修复基因hMLH1的表达及意义
A

B

C

D

E

F

■创新盘点

胃慢性炎症、癌
前病变与癌的演
进过程中hMLH1
的表达存在差异,
hMLH1的表达缺
失与胃癌的发生
密切相关.

图 1 胃黏膜中hMLH1表达 (PV6000×200). A: 慢性浅表性胃炎; B: 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 C: 癌旁慢性浅表性胃炎; D: 癌
旁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 E: 胃腺瘤性息肉; F: 胃癌组织.

瘤患者慢性浅表性胃炎和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
2

关. hMLH1位于3p21.3-23, 其基因组DNA全长约

化生的阳性表达率,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χ =

58 kb(不包括启动子), 含19个外显子, cDNA有

9.885, P = 0.02<0.05, 表1). 而癌旁组织的慢性浅

2268 bp的开放阅读框架, 编码蛋白质756个氨

表性胃炎阳性表达率和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

基酸, 其编码的蛋白产物与PMS2/PMS1结合形

生的h M L H1蛋白阳性表达率相近, 差异无显

成异源二聚体, 识别错配位点, 参与错配修复[4].

著性.

研究显示, hMLH1基因功能丧失与基因突变及
启动子甲基化有关 [5-6]. 基因突变多位于基因的

3 讨论

后半部分, 其中15和16号外显子为突变发生的

MMR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保守基因, 具有修复

热点, 约占突变的半数. 突变形式多为移码突变

D N A碱基错配、增强D N A复制忠实性、维持

以及错义突变, 产生截短性蛋白或启动子甲基

[2-3]

. 目

化导致基因转录与翻译的沉默使蛋白表达缺失,

前已发现人类9个MMR, 其中hMSH2, hMSH6,

不能与PMS2/PMS1形成复合物, 也就无法帮助

h M S H5, h M S H4和h M S H3为细菌M u t S同源

MutS识别错配位点, 从而不能启动修复. 错配的

物; hMLH1, hPMS1, hPMS2和hMLH3为细菌

DNA不能修复, 突变基因进一步积累, 引起基因

基因组稳定性和降低自发性突变的功能

[7]

MutL同源物. hMLH1是1994年克隆到的第2个

组的不稳定, 导致肿瘤的发生 . 目前研究认为,

与HNPCC发病有关的MMR, 大约30%的遗传性

hMLH1基因蛋白表达缺失不仅与遗传性肿瘤的

非息肉病性结肠癌(HNPCC)与hMLH1发病有

发生有关, 也参与散发性肿瘤的发生[8]. 研究表明,

www.wjgnet.com

■应用要点

对hMLH1蛋白表
达缺失的胃慢性
炎症和癌前病变
跟踪监测, 有助于
胃癌的早期发现.

2096
■名词解释

1 微卫星DNA:
是广泛分布于原
核和真核生物基
因组中简单的重
复核苷酸序列,长
约1-6 bp.
2 微卫星DNA
不稳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le,
MSI): 是指肿瘤
组织与其相对应
的正常组织相比
其DNA等位基因
结构发生简单重
复序列的改变. 这
种改变表现: 肿瘤
组织与其相对应
的组织的PCR产
物, 经电泳后电泳
条带出现增加、
减少、条带位置
发生改变以及条
带密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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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LH1表达缺失使错配修复的功能丧失导致肿

缩性胃炎伴肠化生的上皮细胞, 其结果与Semba

瘤的发生的机制可能为: (1)不能修复DNA复制

et al [20]研究相吻合, 也与Kim et al [21]发现合并

中的错误[9]; (2)增加癌基因或抑癌基因(如Bax,

腺瘤的胃癌比单纯胃癌MSI的发生率高、由腺

crbB-2, p 53和TGF-β等)的突变频率

瘤发生胃癌常与MMR的缺陷有关的观点一致.

[10]

; (3)引起

[11]

基因组不稳定, 即出现DNA MSI现象 . MMR
[12]

h M L H1在癌细胞中的表达虽与慢性浅表性胃

缺陷胃癌组织中MSI的发生率为13%-59% , 有

炎、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腺瘤性息肉及

的甚至报道发生率高达64%, 一般为26.7%; 胃肠

癌旁组织无明显差异, 但低于慢性胃炎而与腺

化生组织为9.3%, 说明从肠化生到癌的演进是

瘤性息肉及癌旁组织接近, 提示hMLH1缺失可

基因不稳定的积累过程, 且MSI发生的频率在由

能是部分胃癌发生的早期分子事件. 本研究显

癌前病变向癌转化的过程中逐渐增高, 提示错

示, 胃腺瘤性息肉或癌旁组织中hMLH1蛋白表

[13]

配修复和MSI参与胃癌的多步骤发生过程 .

达阳性率明显低于慢性胃炎, 提示hMLH1蛋白

胃癌的发生是一个漫长过程, 一般认为胃

表达缺失发生在胃癌前病变, 可能是胃癌发生

癌的发生过程是从正常胃黏膜上皮细胞经内外

的早期分子事件, 与胃癌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环境因素作用发生慢性胃炎到胃癌前病变, 包

对hMLH1蛋白表达缺失的慢性胃炎患者应进行

括腺瘤、肠化生和不典型增生, 经过一系列基

随访、监测, 有利于胃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以

因突变的积累最终导致胃癌的发生

[14]

. 癌旁黏

提高胃癌患者的生存率和生存质量.

膜上皮与癌细胞处于同一机体, 有着同样的遗
传背景, 受到同样的环境刺激, 有着同样基因突
变的积累, 可被看作肿瘤易发组织. 本研究显
示, 21例(36.2%)癌旁组织为慢性浅表性胃炎, 其
hMLH1的阳性表达率(57.1%)明显低于非胃癌患
者的慢性浅表性胃炎; 37例(63.8%)癌旁组织为
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 其hMLH1的阳性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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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亚洲大洋洲光生物学大会
本刊讯 由亚洲大洋洲光生物学学会发起,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光生物学专业委员会负责承办的第三届亚洲大
洋洲光生物学大会(http://www.aosp2006.org.cn/)定于2006-11-17/20在北京举行. 会议将讨论和交流包括光化
学、光物理、光技术、光感应、时间/节律生物学、光合作用、生物与化学发光、光医学、环境光生物学和
紫外辐射效应在内的光生物学领域的所有重要进展, 会议还将为与会的光生物学、光医学各个领域的物理学
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和临床医生提供相互交流的极好机会. 会议可以办理国家Ⅰ类继续教育学分10学分.
1 会议安排
会议时间: 2006-11-17报到, 18-20日会议; 会议地点: 北京西郊宾馆(三星级), 有关大会报告及15个分会邀请报
告的内容请见会议网页http://www.aosp2006.org.cn/; 会议工作语言: 英语; 截止日期: (1)论文摘要: 2006-09-15;
(2)会前注册: 2006-09-15.
2 会议联系人
投稿摘要: 魏舜仪, 100101, 北京朝阳区大屯路15号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电话: 010-64889894; 传真:
010-64889892; E-mail: wsy@moon.ibp.ac.cn). 注册: 王悦, 100101, 北京朝阳区大屯路15号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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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选取慢性浅
表性胃炎, 慢性萎
缩性胃炎, 胃腺瘤
性息肉, 癌旁组织
及胃癌原发灶组
织标本, 采用免
疫组化方法检测
hMLH1蛋白在上
述组织中的表达,
结果有一定新意,
对理解胃癌与其
癌前病变关系的
分子机制有一定
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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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超声判定胃癌生物学行为的意义
张艳华, 郭存丽, 顾秀娟, 潘丽霞

■背景资料

胃癌的治疗观念
不断更新, 胃癌患
者有一个较准确
的术前分期, 对治
疗方案的制定有
重要的指导价值.
经体表超声检查
能够判定胃癌的
浸润深度、浸润
范围及转移情况,
为胃癌的术前分
期诊断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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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 M : To investigat e the clinical value of
transabdominal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TASCD) in judging the biological action of gastric
carcinoma.
METHODS: TAS-CD was performed in 102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atively analyzed with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after operation.

CONCLUSION: TAS-CD is useful in determining some biological action and T staging of gastric carcinoma before operation.
Key Words: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Gastric cancer; Depth of invasion; Range of invasion
Zhang YH, Guo CL, Gu XJ, Pan LX. Value of transabdominal ultrasonography in investigating biological action
of gastric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1):2098-2101

摘要
目的: 探讨体表超声对胃癌的某些生物学行
为判定的价值及临床意义.
方法: 胃癌患者102例术前进行超声检查并与
手术病理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体表超声对胃癌浸润深度及浸润范围
的判定与术后病理的符合率分别为80.4%和
67.6%. 其中对浸润深度T1-T4各期判断符合率
分别为60%, 87.7%, 81.4%和100%; 对胃壁浸
润范围≤6.0 cm和>6.0 cm判断符合率分别为
79.7%和47.4%, 对肝、卵巢转移, 腹水及胰腺
浸润的诊断符合率均为100%, 胃周淋巴结转
移的诊断符合率为74.6%.
结论: 体表超声能判定胃癌的某些生物学行
为, 为胃癌的术前分期提供重要依据.
关键词: 超声检查; 胃癌; 浸润深度; 浸润范围
张艳华, 郭存丽, 顾秀娟, 潘丽霞. 体表超声判定胃癌生物学行为

■研发前沿

胃癌已从定性诊
断发展到定量诊
断, 胃癌的定量诊
断是本领域中的
研究热点, 而胃癌
的十二指肠、横
结肠系膜及大网
膜浸润的超声诊
断亟待探讨.

RESULTS: The accuracy rates of TAS-CD were
80.4% and 67.6% in determining the depth and
range of gastric cancer invasion, respectively,
and the accuracy rates were 60%, 87.7%, 81.4%
and 100% in judging the T1-T4 stages for gastric
carcinoma. The accuracy rates were 79.4% and
47.4% in diagnosing the tumor with the diameter
of less than or equal to 6.0 cm and more than 6.0.
The specificities of TAS-CD in determination of
liver and ovarian metastasis, ascites pancreatic
infiltration were all 100%, and the accuracy in
the diagnosis of lymphatic metastasis was 74.6%.

的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1):2098-2101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098.asp

0 引言
近年来, 对胃癌生物学行为的研究已被国内外学
者重视[1-10]. 外科医师只有正确掌握胃癌病灶的
生物学特性及进展程度, 才能正确估计胃癌的恶
性程度, 准确分期, 选择最佳治疗方案, 以达到个
性化治疗的目的. 现就102例胃癌的超声诊断及
其某些生物学行为的判断与手术病理对照如下.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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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A

■创新盘点

1.1 材料 胃癌患者102例均为住院手术患者, 均

胃癌随着浸润深
度的增深, 胃壁厚
度有增加的趋势,
但统计结果显示,
单纯依据胃壁厚
度来推断浸润深
度, 其结果并不可
靠; 胃癌浸润范围
的判定, 当浸润范
围≤6.0 cm有一
定意义. 当浸润范
围＞6.0 cm时其
价值有限; 超声对
转移及周围累及
的诊断无假阳性,
只有假阴性.

0

经术前超声检查、胃镜检查并活检确诊, 术后
病理证实. 男73例, 女29例, 年龄31-77(平均56.4)

5

岁. 使用飞利浦HDI-5000, GE LOGIQ 9型超声
诊断仪, 探头频率为C4-2, C5-2超宽频带探头.
1.2 方法 患者禁食水12 h. 首先平卧位, 观察腹

10

段食道至贲门、胃体窦部、胃周及腹主动脉
旁淋巴结、肝脾、胰腺、卵巢等脏器有无异

B

常改变. 肝肾隐窝及盆腔肠间隙是否有液性暗

0

区, 再饮水400-800 mL内加入胃B超快速显像
剂10 mL, 使胃腔适度充盈. 采用平卧位、半卧

5

位、左右斜卧位、坐位、站立位, 在中上腹部,

x

胃的体表投影区纵横斜切面扫查, 连续滑动探
头, 侧动探头及旋转探头扫查. 根据不同部位的

10

病灶随时调整相应体位和扫查切面, 以达到图
像清晰显示. 顺次观察贲门、胃底、胃体、窦
部和幽门管、十二指肠、胃周淋巴结及邻近器

6.29 cm
5.21 cm
15.52 cm

C

官. 对病变部位, 先观察病变中央部位的胃壁层

0

次结构改变, 判定浸润深度, 而后移动探头渐向
浸润边缘部观察, 直至显示正常胃壁结构为止,

5

测量上下边界距离, 判定浸润范围大小, 超声测
量与手术病理对照, 误差在1.5 cm以内, 判定为

10

符合. 所有患者的超声检查均由同一人完成, 检
1.44 cm

查结果需经2名以上医生评定.
统计学处理 样本数据采用mean±SD表示,

D

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

0

2 结果
5

适量饮水后, 正常胃腔充盈良好, 胃壁厚度

x

5 mm左右, 胃壁在声像图上分为5层结构. 1, 3,
5层为高回声, 分别为黏膜层, 黏膜下层和浆膜

10

层; 2, 4层为低回声, 分别为黏膜肌层和肌层. 这
与胃壁组织结构相符合(图1A). 根据国际TNM
分期将胃癌的浸润深度分为4期[11]. (1)肿瘤侵入

1.76 cm

E

黏膜层或黏膜下层(T1): 表现为1-3层结构破坏,
多呈低回声改变, 第3层变薄或稍增厚, 但仍见
其连续性(图1B), 胃壁蠕动局部减弱或正常; (2)
肿瘤侵入肌层或浆膜下(T 2): 表现为1-4层结构
破坏, 层次不清, 大多呈低回声改变, 少数呈等
回声改变, 第5层强回声厚度正常或稍增厚, 连
续性完整(图1C), 胃壁蠕动明显减弱或消失; (3)
肿瘤穿透浆膜层, 但未达相邻器官(T3): 表现为
1-5层结构完全破坏, 第5层强回声不清晰, 不平
整, 呈不规则增厚, 胃壁呈等回声或低回声改变
(图1D), 胃壁蠕动完全消失; (4)肿瘤穿透浆膜层
www.wjgnet.com

图 1 胃癌体表超声诊断. A: 正常胃壁; B: 侵入黏膜层或黏
膜下层1-3层结构破坏; C: 侵入肌层或浆膜下1-4层结构破
坏; D: 肿瘤穿透浆膜层1-5层结构完全破坏; E: 突出浆膜层
高回声带侵入胰腺并与之分界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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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体表超声判定胃
癌生物学行为能
够使胃癌患者术
前准确分期, 确定
手术切除范围, 选
择最佳治疗方案,
以达到个性化治
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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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表超声胃癌102例胃壁浸润深度与手术病理对照

病理
分期

n

超声浸润深度

超声诊断

UT1

UT2

UT3

UT4

符合率(%)

PT1

20

12

6

2

0

60.0

PT2

16

2

14

0

0

87.7

PT3

54

0

10

44

0

81.4

PT4

12

0

0

0

12

102

14

30

46

12

合计

表 2
照

第14卷

第21期

体表超声胃癌102例胃壁浸润范围与手术病理对

病理
范围(cm)

超声浸润范围

n

符合

不符合

符合率(%)

≤6

64

51

13

79.7

>6

38

18

20

47.4

102

69

33

67.6

合计

100

2006年7月28日

80.4
表 3

并侵犯相邻器官(T 4): 除T 3表现外, 肿瘤突出浆

n

胃壁平均厚度(mm)

T1

20

10.80±2.15 (8-14)

T2

16

T3

54

16.82±3.34 (10-22)bd

T4

12

20.33±6.02 (12-28)b

期别

膜层高回声带侵入邻近器官并与之分界不清(图
1E), 相应部位出现团块状低回声, 等回声改变.
本组102例胃癌, 胃壁浸润深度经体表超声
与手术病理诊断符合率为80.4%(表1). 胃壁浸

体表超声胃癌102例T1-T4各期胃壁平均厚度差别

11.0±3.25 (8-15)

润范围经体表超声与手术病理诊断符合率为
67.6%, 浸润范围≤6 cm, 诊断符合率为79.7%,

b

P <0.01 vs T1; dP <0.01 vs T2, T4.

浸润范围>6 cm, 诊断符合率为47.4%(表2). 分
析102例胃癌T 1-T 4各期胃壁平均厚度结果的比
较, T1与T2无显著性差异(t = 0.15, P >0.05), T1与

着浸润深度的增深, 胃壁厚度也有增加的趋势
(表3). 早期癌(T1)与进展期癌(T3, T4)的胃壁厚度

T3, T4有显著性差异(t 1,3 = 5.97, t 1,4 = 4.63, P 均

均数间有显著性差异(P 均<0.01); 但早期癌与进

<0.01); T2与T3, T4有显著性差异(t 2,3 = 4.58, t 2,4 =

展期癌侵及肌层之间的胃壁厚度均数间无显著

7.78, P 均<0.01, 表3). 胃周浸润及转移超声与手

性差异; 进展期癌侵及肌层与浆膜层之间有显

术病理对照(表4). 分析T 4期12例胃癌患者经体

著性差异(P <0.01); 肿瘤穿透浆膜层、未侵及邻

表超声对胰腺和肝脏浸润转移、对卵巢转移和

近器官和侵及邻近器官之间的胃壁厚度均数间

腹水的诊断符合率高达100%; 而与十二指肠、

有显著性差异(P <0.05). 统计结果显示, 单纯依

横结肠及大网膜的浸润缺乏特征性的声像图

据胃壁厚度来推断浸润深度, 其结果并不可靠.

表现, 有待进一步探讨. 正常胃周及腹膜后淋

经体表超声可依据横切时胃角两边的胃腔(胃窦

巴结超声图像不能显示. 肿大的淋巴结表现为

和胃体)切面构成的“双环征”作为胃壁病变的

大小不等的圆形, 椭圆形低回声, 边界清. 直径

定位标志[18]. 本组胃癌浸润范围≤6 cm, 诊断符

1.0-2.0 cm不等, 有的相互融合成较大的低回声

合率为79.7%; 浸润范围>6.0 cm, 诊断符合率为

团块. 本组检出的淋巴结为74.6%(50/67), 高于

47.4%. 分析原因: 由于较大范围的肿瘤, 受超声

以往文献[12-16]报道. 超声对转移及周围累及

切面的限制, 不易展示全貌, 难以准确测量其大

的诊断无假阳性, 只有假阴性.

小; 癌旁组织的纤维化及炎细胞浸润, 导致病变
范围测量过大; 患者胃肠道气体干扰及检查者

3 讨论

的操作经验等原因也是导致胃壁浸润范围判定

胃壁的5层结构是超声判定胃癌浸润深度的基

失误的因素之一[19]. 我们认为, 体表超声在判定

[17]

. 胃癌的病理改变是从黏膜层开始的, 逐渐

胃癌胃壁浸润范围方面, 当浸润范围≤6.0 cm

侵及黏膜下层, 肌层及浆膜层致胃壁不同程度

有一定意义, 当浸润范围>6.0 cm时其价值有限,

的增厚, 各层结构相应消失. 在检查中, 要重视

此时, 应根据X线及内镜检查来确定病变范围.

础

对第3层和第5层高回声连续性完整的观察. 如

当胃癌肿块侵出浆膜层时, 应注意观察肿

第3层高回声因癌肿浸润而断裂, 则表明侵入肌

块与相邻脏器的分界面, 可利用呼吸运动、变

层为进展期癌. 第5层强回声表现为增厚, 不平

换体位和外界推动力[13], 有癌肿浸润时, 脏器与

整断裂并局部胃壁蠕动消失, 则表明胃癌侵入

肿块界面声像模糊, 分界不清, 二者黏连不移动;

浆膜外. 因此, 仔细观察胃壁层次的改变及连续

严重受侵时, 被侵犯脏器内部结构破坏, 二者融

性极为重要, 他是判断肿瘤浸润深度的关键. 随

合成一体. 本组7例胰腺受侵, 超声均作出正确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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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肝脏

胰腺

十二指肠

淋巴结

卵巢

腹水

超声

5

7

0

0

0

50

3

12

77

病理

5

7

2

9

3

67

3

12

108

100

100

0

0

0

74.6

100

100

超声检出率(％)

横结肠系膜 大网膜

诊断; 而与十二指肠、横结肠及大网膜的浸润,
本组无一例诊断正确, 其声像图特征有待进一
步探讨. 本组5例肝转移, 3例卵巢转移, 7例胰腺

8

受侵及12例腹水, 超声均诊断正确. 超声在检查
肝转移、卵巢转移、胰腺受侵、腹水方面的作

9

用是公认的 [20-25]. 实际上超声检出转移与腹水
不足于此, 一些病例由于转移较广, 已失去手术
机会, 采取了其他的治疗方法, 本组没有包括在
内. 胃周淋巴结肿大表现为圆形或椭圆形低回

10
11

声结节, 部分可融合成团, 本组淋巴结检出率为

12

74.6% (50/67). 超声不仅能直接显示肿大淋巴结

13

的图像, 而且能判定其部位. 对淋巴结转移的程
度和胃癌的分期诊断提供依据.

14

胃癌同其他恶性肿瘤一样, 其主要的基本
生物学特征之一, 是具有向周围组织浸润扩展
的能力, 并能通过淋巴管和血管向远隔部位转
移, 形成转移癌

[26]

. 本结果表明, 体表超声对胃

癌胃壁浸润深度的判定符合率较高, 对胰腺的

15
16

浸润、肝转移、卵巢转移、腹水及淋巴结的转
移, 也有较高的显示率, 对胃癌浸润范围的确定

17

应结合X线及内镜检查, 以此为胃癌患者术前准
确分期, 确定手术切除范围, 选择最佳治疗方案,

18

以达到个性化治疗的目的.
4

参考文献

1

李月春, 伍晓汀. 胃癌病理学与生物学特征的关系. 中
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06; 13: 120-122
于吉人, 刘小孙, 张卿, 舒国通. 弥漫浸润型胃癌生物
学行为及临床意义. 浙江预防医学 2004; 16: 11-12
程水良, 赵红刚. 胃癌的病理形态与浸润深度的关系.
咸宁学院学报(医学版) 2004; 18: 27-29
Teicher BA, Holden SA, Ara G, Sotomayor EA,
Huang ZD, Chen YN, Brem H. Potentiation of
cytotoxic cancer therapies by TNP-470 alone and
with other anti-angiogenic agents. Int J Cancer 1994;
57: 920-925
He L, Wang J, Shan Y.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
of PTEN and Survivin between the primary foci
and the lymph node metastases foci of laryn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Linchuang Erbiyanhouke
Zazhi 2005; 19: 412-4, 416
Woodhouse EC, Chuaqui RF, Liotta LA. General
mechanisms of metastasis. Cancer 1997; 80: 1529-1537
Cai XM, Tao BB, Wang LY, Liang YL, Jin JW, Yang
Y, Hu YL, Zha XL. Protein phosphatase activity of

2
3
4

5

6
7

■同行评价

体表超声胃癌102例患者胃周浸润及转移与手术病理对照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合计

71.3

PTEN inhibited the invasion of glioma cells with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mutation type III
expression. Int J Cancer 2005; 117: 905-912
王升, 吴本俨, 尤纬缔. 胃癌组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表达对胃癌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5; 13: 716-719
黄庆兴, 鲍民生. 胃癌组织中CD105和CD31的表达及
其与胃癌生物学行为的关系. 肿瘤研究与临床 2006;
18: 87-89
许静洪, 魏晓丽, 张晓华. 胃癌相关基因表达与其生物
学行为关系研究. 山东医药 2004; 44: 8-9
裘法祖. 外科学. 第4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448-449
孟敏坤, 刘桂梅. 应用B型超声诊断胃癌淋巴结转移的
研究.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 2001; 17: 130-132
严超, 朱正纲, 詹维伟, 燕敏, 于颖彦, 刘炳亚, 尹浩然,
林言箴. 经腹超声检查对胃癌术前评估的价值. 中华
胃肠外科杂志 2005; 8: 121-124
Willis S, Truong S, Gribnitz S, Fass J, Schumpelick
V.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in the preoperative
staging of gastric cancer: accuracy and impact on
surgical therapy. Surg Endosc 2000; 14: 951-954
蔡叶萍, 高晓军.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胃癌淋巴结转移
的诊断. 中国超声诊断杂志 2003; 4: 278-279
杨伟国, 严超, 朱正纲, 诸琦, 燕敏, 陈军, 刘炳亚, 尹
浩然, 林言箴. 内镜超声检查对胃癌浸润深度淋巴结
状况和可切除性术前评估的价值. 中国误诊学杂志
2004; 4: 4-6
刘栋文, 青建芳. 高分辨力彩超和组织谐波检诊胃
内肿块的临床应用价值. 医学影像学杂志 2005; 15:
919-920
张艳华, 隋慧珍, 张国柱, 彭春花. 超声检查对胃癌某
些生物学行为判断的意义.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 1997;
13: 61-63
谌玉华, 黄宜定, 涂小安. 超声对胃溃疡和胃癌诊断
与胃镜病理对照观察. 中国超声诊断杂志 2 0 0 5 ; 6 :
225-226
赵平, 金桂龙, 蒋阳平. 彩色多谱勒血流显像对胃癌术
前分期的价值. 肿瘤学杂志 2002; 8: 150-151
薛改琴, 陈敏华. 超声对胃肠道恶性肿瘤继发卵巢转移
癌的诊断价值.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 2002; 18: 946-948
Fujiwara K, Ohishi Y, Koike H, Sawada S, Moriya T,
Kohno I. Clinical implications of metastases to the
ovary. Gynecol Oncol 1995; 59: 124-128
Cho JY, Seong CK, Kim SH. Krukenberg tumor
findings at color and power Doppler US; correlation
with findings at CT, MR imaging, and pathology.
Case reports. Acta Radiol 1998; 39: 327-329
王碧珍, 朱素琼. 超声对卵巢转移性印戒细胞瘤的
诊断及临床价值. 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 2001; 12:
37-39
任刚摘. 超声内镜检测胃癌患者中腹水和预测腹膜转
移的准确性. 国际肿瘤学杂志 2006; 33: 232
刘中宏, 李春明, 王秀江, 龙培滨. 胃癌微转移基
因检测的临床应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 0 0 4 ; 1 2 :
2033-2035

电编 张敏 编辑 潘伯荣
www.wjgnet.com

本文选题具有实
用性, 研究结果具
有一定学术价值.
研究方案设计合
理, 文字流畅, 表
达准确, 可读性
强.

®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年7月28日; 14(21): 2102-2105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wcjd@wjgnet.com

文献综述 REVIEW

胃癌相关基因在癌前病变中的表达
凌霄华, 汪丽燕, 关景明, 刘 颖, 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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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早期胃癌
的发现率, 增强对
胃癌的早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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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在胃癌发生
之前的一系列病
变、胃癌相关基
因在癌前病变中
的表达及基因改
变在癌变过程中
的作用是非常重
要的, 可以从分子
水平揭开胃黏膜
癌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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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认为癌的形成过程是多阶段、多过程的,
包括多个连续的独立的事件, 是多个遗传物质
即基因积累改变的结果. 与胃癌发生、发展有
关的基因有3种: 癌基因、抑癌基因、程序死
亡基因. 原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可
使细胞增生, 程序死亡基因的失活可能使细胞
永生化, 在胃癌的发生、发展的各个阶段, 至
少有两种以上的基因突变, 他们各自发挥不同
作用. 研究胃癌相关基因在癌前病变中的表
达, 总结基因改变在癌变过程中的作用和地
位, 可以从分子水平揭开胃黏膜癌变的本质,
进而明确胃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

前状态是一个临床概念, 由此可导致胃癌的发
病率较正常人群高; 而癌前病变是个病理概念,
是经过病理检查诊断的特定的组织学改变, 在
此基础上可逐渐演变发展成胃癌. 胃癌的癌前
病变包括: 胃黏膜上皮异型增生; 胃黏膜肠上
皮化生. 常见的胃癌前状态包括: 慢性萎缩性胃
炎、 恶性贫血、慢性胃溃疡、胃息肉、残胃、
Menetrier病等. 癌前状态与癌前病变具有不同的
含义, 但二者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为癌前病
变很多都是发生在具有癌前状态的胃黏膜, 例
如慢性萎缩性胃炎属于癌前状态, 而萎缩性胃
炎时的上皮细胞异型增生则属于癌前病变. 无
论是癌前病变或癌前状态, 都有发展成胃癌的
可能, 但并非所有的癌前病变都能发展成胃癌,
有的可能在其进程中停止了发展, 也可能发生
逆转而消失. 可以认为胃癌临床前期到临床期
胃癌的形成过程是多基因变异积累的过程.
1 癌基因、抑癌基因和程序死亡基因

关键词: 胃癌; 相关基因; 癌前病变;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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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基因有3种: 第1种是癌基因如ras , myc ; 第2
种是抑癌基因如p 53, APC , p 16, MCC ; 第3种是

0 引言

程序死亡基因如bcl -2等.

为了增强对胃癌的早期发现的意识, 提高早期

1.1 ras 基因 ras 癌基因家庭包括同源的Ha-ras ,

胃癌的发现率, 研究胃黏膜在发生胃癌之前的
的癌前病变, 进而处理好这类病变成为降低胃

Ki-ras 和N-ras , 均编码分子量为21 kDa结构相近
的P21ras蛋白, 人类正常细胞中的ras 癌基因对细
胞内的代谢、生长、分裂具有重要作用. ras 基

癌发病率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目前认为胃

因的激活能启动和加速细胞的生长、增殖, 以

黏膜细胞癌变常历经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

至造成细胞的恶性转化. c-ras K定位于人类第12

一系列病变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和掌握胃黏膜

[1]

炎/肠化生——不典型增生——腺癌等阶段 . 常

号染色体, c-ras H定位于人类11号染色体11q13. 人

把肠化生, 不典型增生视为癌前病变. 在胃黏膜

类肿瘤中rasp 21基因突变位点均于第12, 13, 61

上皮癌变过程中的不同病理阶段, 常伴有遗传

位密码子, ras 基因的点突变常见于人类肿瘤和

物质的改变, 如杂合缺失、AI、基因扩增、转

癌前病变 [2-4] . P21 r a s 蛋白在胃各级病变中包括

移、甲基化的改变等. 胃癌相关基因在癌前病

正常胃黏膜均有表达[5]. 文献报道, 采用免疫组

变中的表达已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胃癌的前

化S-P法, 检测P21蛋白在胃癌和胃癌前病变中

体可以区分为2个类别: 癌前状态(precancerous

的表达, 得P21ras蛋白在慢性浅表性胃炎、异型

conditions)和癌前病变(precanerous lesions). 癌

增生、胃癌中阳性率分别为10% (2/10), 20%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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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52.5% (21/40), 差异有显著性(P <0.05). 研

型增生及癌细胞胞质基质内, 其信号逐渐减弱直

究表明, 在胃癌前病变中, 不典型增生程度与

至阳性. 这说明APC 基因表达异常重要位于胃癌

P21表达量密切相关, 说明ras 基因的激活在癌变

前病变——重度异型增生上皮中, 系胃癌发生过

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而随增生程度的加重, 其作

程中的早期事件[9]. APC 基因LOH即可见于早期

用逐渐增强. 免疫酶标法检测发现胃癌P21阳性

癌. 研究发现, 犬胃黏膜肠化生阶段即有APC蛋

率高达82%, 胃良性病变只有35%, 正常胃黏膜

白异常表达. 检测胃黏膜APC 基因可预测其癌变

均为阴性. 免疫酶标技术检测胃肠道脱落细胞

倾向, 有助于胃癌早期发现.

P21发现恶性肿瘤全部阳性, 良性疾病阳性率不

1.4 p 53基因 p 53基因定位于人的17p染色体, 全

到10%, Viola et al 认为P21 表达有希望作为癌

长16-20 kb, 有11个外显子. 正常的p 53基因为野

变早期诊断的一个标志物.

生型, 发生变异者为突变体. p 53基因是以其蛋白

1.2 c-myc c-myc 癌基因最早于禽类骨髓瘤病毒

质产物分子质量命名的, 他的产物是53 kDa的

MC29中发现, 定位于人第8号染色体的长臂上

核磷酸蛋白. p 53基因监护细胞基因的完整性如

8q24, 编码一种439个氨基酸, 分子量为62 kDa

DNA受损(尤其是G1期). P53蛋白累积、复制、

[3]

ras

, 他具有结

停止, 以利于DNA修复. 如果修复失败则p 53基

合DNA的功能 , 其转录活性具有细胞特异性调

因引导凋亡程序使细胞“自杀”, 阻止其向恶

节作用; 具有促进增殖和诱导凋亡的双重作用,

性转化. 野生型p 53基因过量表达可阻断细胞周

其作用的选择是由其他的因子和存在或刺激后

期的进程. p 53基因异常在胃癌形成过程中起着

决定. 应用抗c-m y c 癌基因蛋白P62 c-m y c的单抗

重要作用, 其异常表达出现在胃黏膜癌变的早期

采用免疫组化ABC法对正常胃黏膜, 胃黏膜异

阶段[10], 贯穿于癌变过程. 正常黏膜上皮无P53

型增生及胃癌进行标记, 发现正常胃黏膜腺体

蛋白表达, 慢性浅表性胃炎偶见散在的弱阳性

颈部区域偶c-myc 基因蛋白的弱阳性表达, 而有

表达萎缩性胃炎、轻度不典型增生、胃腺癌有

黏膜异型增生则有较高的表达率, 在轻、中、

程度不同的P53蛋白的表达, 表达率随病变加重

重度异型增生中的阳性率分别为70%, 100%,

而增高; 基因异常广泛表达可出现于胃癌前病

71.4%, 一旦胃黏膜癌变后, 表达率有所下降, 在

变——不典型增生的上皮中, 不出现在小肠上皮

早期及进展期胃癌中的阳性率分别为38.9%和

化生的一般慢性萎缩性胃炎中, 即他可能是胃癌

73.3%. 这表明在不典型增生病变中, 已有相当

前病变的晚期标志物之一. p 53基因的突变以等

病例在基因水平上已发生了改变. 文献报道,

位基因丢失、颠换、转损为主, 导致误义发生.

c-myc 癌基因表达水平涉及细胞的增殖, 与细胞
分裂速率密切相关. c-myc 癌基因的活化可能是
癌变的前提条件之一[7]. 另外, c-myc 癌基因高表

突变p 53基因不但丧失了其抑癌活性, 而且具有

达也存在于其他肿瘤如乳腺癌与乳腺纤维腺囊

53.2% (16/30), 正常组织, 浅表胃炎未发现p 53突

束性增生症的研究; 前列腺癌分前列腺良性肥

变. 多数研究报告认为p 53 exon5-8在胃癌中的突

大症以及大肠癌分大肠息肉的研究.

变率为27%-60% (2/9)[11-13], 突变型可有G: C→A:

的核蛋白即癌基因蛋白, 简称P62

c-myc

[6]

1.3 APC 基因 APC 基因最初是在结肠腺瘤性息

促进恶性转化的功能. p 53突变率在肠化、不典
型增生、胃癌分别为37.1% (3/8), 42.1% (8/19),

T. 研究表明p 53基因与多种肿瘤有关, 如肝癌、

肉(denomatour polyposis coli)患者中发现的 , 并

乳腺癌、膀胱癌、结肠癌. Uchino et al [14]认为免

以此命名, APC 基因定位于染色体5q21-22. APC

疫组化染色检查p 53可作为鉴别胃正常黏膜癌前

基因突变将引起编码蛋白异常, 进一步导致细

组织和癌组织的常规方法, 但也有人认为尚为时

胞的黏附、生长、分化增生及凋亡的重要改变,

过早.

应用光镜及电镜原位杂交对胃癌前病变APC 基

1.5 p 16基因 p 16基因又称MTS1 (muleiple tumor

因进行细胞和超水平观察, 发现APC 基因的阳性

suppressor 1)或CDK4I (cdk4 inhibtor), 定位于人

率以正常黏膜最高为83.3%. 轻中、轻、重异型

9号染色体的p21区域, 由3个外显子和2个内含子

增生分别为77.8%, 67.%, 25.9%, 重度者明显低

组成, 全长8.5 kb, 外显子又是p 16基因最常发生

于前两者, 癌组织则更低, 为6.7%-8.2%. 肠上皮

改变的部位[15]. 肿瘤抑制基因p 16的抑癌作用在

化生中, APC 基因阳性率大肠型高于小肠型, 不

于他抑制了细胞从G1-S期转变, 在此过程中起关

完全性高于完全性, 大肠型不完全性最高; 电镜

键作用的是CDK4的功能, p 16基因以多种机制

下APC 基因杂交信号位于正常胃黏膜壁细胞, 异

参与肿瘤的发生, 纯合性缺失、启动子区甲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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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录后调节等[16]. 文献报道, P16蛋白在正常

永生化, 在胃癌的发生、发展的各个阶段,
、发展的各个阶段,
发展的各个阶段,
个阶段,
阶段, 至少

胃黏膜上皮中呈高表达86.6% (13/15), 随着病变

有2种以上的基因突变, 他们各自发挥不同作用,

的发展, 表达率呈下降趋势, 表现为程度不同的

不同功能的基因突变对细胞产生的影响是相互

蛋白水平表达缺失, 这种P16蛋白表达水平的降

关联的, 他们在时间上相继发生, 在空间上相互

低以不典型增生病变最为明显, 表达率达31.8%

配合、协调地加快了转化过程, 在其他致癌因

(7/12), 至癌阶段略有回升, 但较正常上皮, 浅表

素作用下而致癌[23-24]. 以上基因产物的表达异常

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比仍呈明显的低表达状态.

与胃黏膜癌变相关, 观察不同病理阶段胃黏膜

吕有勇 et al

采用PCR, Southern杂交技术对胃

的各种基因的表达, 将进一步明确胃癌发病机

癌组织的研究发现, 胃癌组织中有较高的p 16基

制;; 确立癌基因在染色体的定位和染色体畸变

[17]

因缺失, 指出p 16基因缺失与胃癌形成密切相关,

的恒定性与胃癌发生、发展的关系,
、发展的关系,
发展的关系, 将有助于

是胃黏膜癌变常见的并且是出现较早的分子学

应用遗传学的方法, 为肿瘤的早期诊断提供依

异常.

据[25]; 对抗癌基因研究的深化, 也有希望通过近

1.6 M C C 基因 M C C 基因即结肠癌突变基因

代生物医学的手段, 在胃癌的研究上做出新的

(mulated in colonectal cancer), 同APC基因一样

贡献; 把胃癌的分子学研究的新成果逐步推广

也位于5q21, 仅与APC基因相隔15 kb, 胃癌组

于临床, 有助胃癌的早期诊断. 随着基因技术的

M C C 基因可能在胃癌的早期发生阶段起作用,
采用细胞分造技术检测异倍体胃癌细胞M C C
基因COH, 发现其位信息个体均存在COH, 认为

MCC 基因COH是胃癌最常见的基因改变之一,
是胃肠肿瘤发生的早期改变, 在胃癌前病变中

普及和方法的改进, 基因诊断技术将成为今后
肿瘤早期诊断的重要手段之一. 对于胃癌相关
基因在胃癌前病变中表达的研究成果的实际应
用, 对于胃癌的防治将有广阔的前景..

的表达及突变, 目前未见具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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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REVIEW

uPA纤溶途径与肝纤维化
安德明, 季 光, 邢练军, 郑培永

■研发前沿

u PA 纤 溶 途 径 与
肝纤维化关系研
究的热点主要集
中在uPA, PAI对
细胞外基质调控
系统的影响, 尤
其是对基质金
属蛋白酶系统的
调控、与肝纤维
化相关细胞因子
之间的关系以及
在肝星状细胞增
殖、迁移中的作
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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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ator inhibitor-1, PAI-1)的生物学特性及其与

receptor, uPAR)及其Ⅰ型抑制剂(plasminogen
肝纤维化的关系等综述如下.
1 uPA纤溶途径主要成分的结构与功能

摘要
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过度
沉积是肝纤维化的特征性表现, 纤溶系统尤
其是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剂(u r o k i n a s eplasminogen activator, uPA)所介导的纤溶途
径与肝纤维化关系密切, 其主要成分包括纤
溶酶原、纤溶酶、纤溶酶原激活剂及其抑制
剂. uPA纤溶途径位于ECM降解酶系的顶端,
肝纤维化时通过u PA-纤溶酶-基质金属蛋白
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ECM级
联机制下调ECM降解, 促进ECM在肝内沉积,
而且可能在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
HSC)增殖、迁移以及肝细胞再生等过程中起
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 uPA纤溶途径; 肝纤维化; 肝星状细胞
安德明, 季光, 邢练军, 郑培永. uPA纤溶途径与肝纤维化. 世界
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1):2106-2111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106.asp

1.1 uPA结构与功能 uPA是属于丝氨酸蛋白水解
酶的成员, 他催化纤溶酶原转化为纤溶酶, 启动
纤维蛋白和细胞外基质蛋白溶解级联反应. 人
uPA基因位于第10号染色体的长臂(10q24-qter)
上, mRNA大小为2.4 kb, 基因大小为6.4 kb, 包
含11个外显子和10个内含子. u PA本身以单链
酶原(scu-PA或pro-uPA)的形式分泌出来. prouPA是由411个氨基酸组成的单链糖蛋白, 分子
质量为50-55 kDa, 其活性很低. 单链肽链中的
Lys158-Ile159之间的肽键受纤溶酶(PI)水解发生
断裂使之转换成由2个二硫键连接的具有活性
的双链酶即tc-uPA[7]. 已知有2种形式的tc-uPA,
即高分子质量的tc-uPA (HMW-uPA)和低分子
质量的tc-uPA (LMW-uPA), 活化的uPA由A链和
B链组成, 有3个独立的结构域, A链氨基端包含
Kringle结构域(kringke domain, KD)和生长因子
结构域(growth factor-like domain, GFD), uPA借
助GFD与细胞表面的uPAR结合; KD的功能还不
清楚, 可能与细胞信号传导有关. uPAR可以与单

0 引言

链uPA和高分子量uPA相结合, 但不与低分子量

肝纤维化是肝脏对各种因素所致的慢性损伤

uPA相结合. B链包含蛋白水解区域(proteolytic

的一种修复反应, 是大多数慢性肝病所共有的

domain, PD), 这一区域与蛋白水解活性有关, 是

病理过程, 也是各种慢性肝病向肝硬化过度的

其活性中心[8]. 一般来说, uPA主要在生理、病理

中间环节, 其特征是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条件下参与细胞的分化、迁移、组织重建、细

[1-5]

matrix, ECM)在肝内过度沉积

. 纤溶系统是纤

胞外基质降解、肿瘤浸润及转移等过程.

溶酶原经特异性激活物作用转化为纤溶酶, 导

1.2 uPAR的结构与功能 uPAR是细胞膜表面的

致体内纤维蛋白不断溶解的反应体系. 主要包

一个多功能受体, 是一种新的纤溶因子[9]. 基因

括纤溶酶原、纤溶酶、纤溶酶原激活物及其

位于19号染色体的长臂(19q13)上, D N A全长

抑制剂 [6]. 目前研究证实, 纤溶系统, 特别是尿

23 kb, 包含有7个外显子和6个内含子, 成熟的

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剂(urokinase-plasminogen

uPAR由283个氨基酸残基构成[10]. uPAR为高度

activator, uPA)所介导的纤溶途径与肝纤维化关

糖基化的单链糖蛋白, 其分子质量为55-60 kDa,

系密切, 在肝脏ECM调控和肝细胞再生等过程

具有3个同源结构域, 分别称为D1, D2, D3, 通

中起着重要作用. 现就uPA纤溶途径中主要成分

过二硫键连接, 每个结构域约含90个氨基酸残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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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uPAR在Ser282和Gly283位点处以糖基化磷

的主要途径之一. uPA位于这种级联激活反应的

脂酰肌醇(GPI)锚定形式结合在细胞膜表面, 但

顶端, 如前所述他催化纤溶酶原活化转化为纤溶

羧基端不具有跨膜序列. 氨基端D1的87个氨基

酶, 纤溶酶不仅可以直接降解纤维蛋白原和纤维

酸是与u PA的氨基末端片段(AT F)的生长因子

蛋白, 还可以降解多种ECM成分, 包括纤维连接

区域相结合的部位, 其他2个结构域共同维持该

蛋白、层连蛋白等[17]. 此外, 纤溶酶又是MMPs

结构域活性构象的稳定或直接参与配体结合过

活化所必需的, 现在认为MMPs是最重要的一类

[11-12]

. 在uPA激活纤溶酶原过程中, uPAR极为

降解ECM的蛋白酶类, MMPs直接以酶原的形式

关键, 他不仅将uPA定位于细胞表面,而且参与

分泌到细胞外, 只有被活化后才能降解基质蛋

uPA的活化调节, 使uPA的蛋白裂解活性大大提

白, 这是控制E C M的重要调节机制[18-19]. 对于

程

[13]

高 . uPAR并非简单将uPA定位于细胞表面, 还

MMPs的活化, 人们提出了几种机制, 其中比较

通过以下2个作用途径控制细胞表面u PA的活

公认的是蛋白分解级联放大机制(瀑布机制)[20].

性: (1)uPAR通过选择性地内化和降解uPA/PAI-1

首先是纤溶酶原被tPA或uPA激活为纤溶酶, 纤

[14]

;

溶酶激活部分间质胶原酶和基质分解素原. 活化

(2)uPAR还可以将uPA定位于细胞表面的不连续

的基质分解素可导致间质胶原酶的完全活化和

区域, 从而指导正常组织的蛋白裂解活性和细

超活化. 活化的MMPs可以切割一种或数种ECM

胞对u PA的表达, 以调控正常组织中u PA的分

成分, 但其活性可被TIMP抑制. uPA的启动区和

复合物来控制细胞表面已结合的uPA的活性

[15]

布 , 并进一步调节由纤溶酶原介导的细胞表面

MMPs一样也含有AP-1结合位点, 提示uPA的表

的蛋白水解作用.

达与MMPs酶原的表达协同调节, 使活化的瀑布

1.3 PAI-1的结构与功能 纤溶酶原激活剂的抑制

机制进行下去[21]. 在这一级联激活机制中, uPA

剂主要包括PAI-1, PAI-2和PAI-3, 其中PAI-1的作

活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纤维化的进程[22]. PAI-1

用最为突出, 是纤溶系统的主要抑制物, 是uPA

作为uPA的主要抑制剂也可由ECM分泌细胞产

和tPA专一、快速和有效的生理抑制剂, 可以迅

生, 他在控制活化的级联放大机制中起着负性调

速、有效地抑制uPA和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节作用. 已有多项研究结果显示, uPA基因敲除

(tPA)的活性. PAI-1是一种分子质量约为50 kDa

小鼠可自发性出现肝脏、肺脏及其他脏器ECM

单链糖蛋白, 由379个氨基酸组成, 其活性中心

沉积, 诱发纤维化形成[23-24], 而PAI-1基因缺失可

为Arg346-Met347. 人PAI-1基因位于7号染色体

以延缓纤维化进程[25-26]. 纤溶酶原缺失明显加重

长臂(7q21.3-22), 基因长度约为12.2 kb, 包含有
9个外显子, 8个内含子. 他除了能与uPA或t-PA

了四氯化碳所致的肝纤维化进程[27].

形成1∶1复合物, 从而灭活纤溶酶原外, 还与其

2 uPA纤溶途径与肝纤维化

他的配体如玻基结合素、脂多糖受体相关蛋白

2.1 uPA纤溶途径在肝纤维化期间的变化 肝纤维

等结合来调节纤溶酶原的活性.

化的调控是多水平调节, 其中最主要的是肝星状

总之, 在细胞膜上sc-uPA或tc-uPA与uPAR

细胞(HSC)活化, 进而合成大量ECM, 因此, HSC

结合, Pg与膜上成分结合形成相互活化的高效

的激活是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中心环节,
、发展的中心环节,
发展的中心环节, 他

纤溶活化系统, 加上uPA的生理性抑制物PAI-1,

是调控肝脏ECM的最主要的细胞 [28-32]. HSC调

PAI-2, PAI-3便构成了病理生理学的纤溶途径

节ECM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uPA及PAI-1的

(uPA纤溶途径), 他是调节细胞与细胞之间、细

差异表达, 在上游调控纤溶酶和MMPs的活性,

[16]

胞与ECM之间相互反应的特殊纤溶途径 .

以维持ECM合成及降解之间的平衡. 体外测定

1.4 uPA纤溶途径与细胞外基质调控系统之间的

HSC不同活化阶段纤溶成分的表达发现,新分离

关系 丝氨酸蛋白酶系统(PA/PAI)和基质金属蛋

的大鼠HSC可以表达uPA, uPAR及PAI-1, 在HSC

白酶系统(MMP/TIMP)是ECM代谢调控系统的

活化的早期阶段(7 d)时, uPA mRNA合成和活性

两大主要酶系. 其中uPA又是纤溶系统的关键酶

达到高峰, HSC完全活化的后期阶段(14-21 d)

系, 在这一支点上连接纤溶和ECM代谢调控系

时, u PA活性逐渐下降, 而PA I-1活性则逐渐增

统. 研究认为, uPA及PAI/纤溶酶系统是调节基质

高[33]. 上述结果与肝纤维化早期MMPs轻度增高,

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活

但肝纤维化中晚期MMPs活性明显下降, ECM

性和降解ECM的关键因素, 由uPA (PAI), 纤溶酶

大量沉积的病理变化相一致; 同时也与u PA和

及MMPs构成的级联激活反应是调节ECM沉积

PAI-1在上游调控纤溶酶及MMPs的级联激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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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相符合. 体内研究发现, 不同诱因肝损伤模型

的信号传导, 可以减少HSCⅠ型胶原的蓄积, 同

中纤溶成分的变化不尽一致. 对四氯化碳诱导

时也能下调PAI-1的表达[41-42]. 临床和实验研究

的大鼠肝纤维化的研究表明, 在肝纤维化形成

都发现肝组织中TGF-β1和PAI-1蛋白表达着色

的早期, uPA, uPAR mRNA的表达分别增加2.8和

积分随纤维化加重而显著升高, 在肝组织中的

1.8倍, 而tPA, PAI-1 mRNA的水平不变; 随着肝

分布相似, 均表达于病变肝组织的肝纤维化活

纤维化的发展, uPA, uPAR, tPA, PAI-1的mRNA

跃的地方, 而且两者蛋白表达着色积分呈正相

表达都增加, 但PAI-1的表达更加明显. PAI-1可

关 [43-45]. 此外, 也有研究发现, uPA在HSC的增

来源于KFC, 肝细胞和HSC(尤其在活化的HSC

殖、迁移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正

分泌表达明显增高), 在肝纤维化形成后分离培

常情况下, HSC包埋在窦周间隙内, 只有当ECM

养的HSC或者体外用TGF-β1刺激后, HSC表达

降解后才能增殖并迁移 [46] . 肝损伤发生以后,

PAI-1的能力明显增强, 这说明虽然肝实质细胞

H S C增殖并迁移到损伤区域, 转化为肌成纤维

和间质细胞都可分泌PAI-1, 但在肝纤维化期间

样表型而活化. HSC分泌uPA至细胞外后, 可以

[34]

HSC是PAI-1的主要来源 .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

与该细胞或邻近细胞膜上的uPAR结合, 通过自

高脂饮食诱导的家兔脂肪肝模型在脂肪性肝炎

分泌和旁分泌机制催化HSC的增殖、侵袭和迁

[35]

阶段, 肝脏中PAI-1基因的表达明显增强 . 对大

移, 这一效应依赖于uPA和uPAR之间的相互作

鼠酒精性肝病研究发现, 在肝损伤早期尚未出

用. 体外研究表明, uPA和uPAR结合可以始动信

现明显组织病理学改变时, 即可诱导PAI-1基因

号并将信号传到到细胞内, 这一过程不依赖纤溶

在转录水平的过度表达[36]. 这些研究说明, PAI-1

酶的产生[47]. 进一步研究认为, uPAR可能通过其

可能参与了这些诱因导致的早期肝损伤. 而近

细胞外区与整合素配体玻璃结合蛋白结合以及

年临床研究也证实慢性乙肝患者PAI-1蛋白表达

与整合素β1和β2相互作用参与了信号转导级联

[37]

着色积分随肝纤维化加重而显著升高 .

放大反应的启动, 促进HSC的增殖和向特异性基

2.2 u PA纤溶途径在肝纤维化不同阶段的作用

质蛋白的迁移[48]. PAI-1则通过抑制细胞先导面

现在初步阐明了uPA纤溶途经在肝纤维化发病

玻璃结合蛋白与整合素的结合以及与玻璃结合

机制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在肝纤维化的早期阶

蛋白的结合起到抗迁移作用. 研究还发现, uPA

段即HSC激活的早期阶段, uPA活性上调, 激活

与HSC重要的两种促有丝分裂原血小板衍生生

窦周间隙纤溶酶及M M P s, 后两者降解肝脏组

长因子和碱性成纤维生长因子有关 [47]. 两者不

织中正常的ECM, 由于缺乏正常的纤维组织的

仅能增强uPA, uPAR mRNA和蛋白的表达, 而且

支撑和营养作用, 肝细胞功能受到损害. 在此阶

能增强uPA和uPAR的结合, 应用反义RNA和特

段, uPA还可激活TGF-β1, 后者进一步促进HSC

异性抗体阻断uPA和uPAR结合, 可以完全消除

的激活, 加速肝纤维化的发展. 同样, 在肺纤维

生长因子刺激的增殖和化学侵袭性. 提示uPA和

化的研究中也发现, uPA可激活TGF-β1, 促进肺

uPAR的结合对其他生长因子刺激的增殖和迁移

纤维化, 同时T G F-β1能诱导PA I-1表达, 而

程序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认为, 纤溶系统在肝纤

PA I - 1 在 肺 损 伤 和 胸 膜 损 伤 的 修 复 中 同 样 起

维化中不仅通过uPA-纤溶酶-MMPs-ECM级联

关键作用[38]. 此后, 各种刺激因子使HSC维持持

机制下调ECM降解, 而其有可能在HSC增殖、

续激活状态, 不断分泌TGF-β1, 反馈性的引起

迁移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PAI-1表达增加, 虽然uPA和uPAR表达也增加, 但

2.3 uPA纤溶途径在肝细胞增殖中的作用 近年研

PAI-1的表达更加明显, 过多表达的PAI-1通过结

究表明, uPA纤溶途径与肝细胞再生关系密切.

合uPA抑制其纤溶激活作用, 其结果仍然是uPA

研究发现, uPA基因敲除小鼠肝细胞再生明显延

表达相对不足, 导致纤溶酶和MMPs系统活性下

迟; 相反, PAI-1基因敲除小鼠则肝细胞再生明显

调, ECM沉积明显增加, 肝纤维化程度不断加重.

加快[49]. uPA除了活化纤溶酶原外, 还能催化肝

体外研究发现, 将uPA基因导入体外培养的大鼠

细胞生长因子(hepatocyte growth factor,, HGF)的

HSC可以提高上清液中MMP-2的浓度, 胞质内

活化形成有活性的双链HGF[50-51], 而提高HGF表

的Ⅰ, Ⅲ型胶原含量明显减少[39]. 体内研究也发

达可以改善实验性肝纤维化程度[52-54]. Salgado

现, 通过uPA基因治疗实验性肝纤维化发现, uPA

et al [40]用非分泌型uPA重组腺病毒重组质粒经

可以提高MMP-2的活性, 促进ECM降解, 延缓肝

髂静脉注射治疗实验性肝损伤大鼠, 发现u PA

纤维化进程

[40]

. 已有研究表明, 通过抑制TGF-β

除了可以提高肝组织中MMP-2的活性、促进门
、促进门
促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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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周围和小叶中心的纤维组织吸收外, 还能增

别是uPA及其抑制剂(PAI)在肝纤维化形成中的

加HGF及其受体(c-met)的表达, 促进肝细胞再

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将uPA及其抑制剂(PAI)作

生, 改善肝功能. 并且认为, uPA基因治疗改善肝

为肝纤维化治疗的靶点已经成为目前该领域的

功能的机制, 除激活HGF外, 可能还与促进ECM

研究热点之一. 可以预见随着对纤溶系统的研

降解导致肝组织结构改建和血管新生、肝细胞

究的不断深入, 有可能为将来治疗肝纤维化提

增生空间扩大有关. 然而, 有学者将uPA基因分

供新的策略, 进而为肝纤维化的治疗开辟更广

别导入体外培养的大鼠HSC, 发现uPA基因导入

阔的途径.

可以提高上清液中MMP-2的浓度, 降低胶原含
量. 体内研究发现, uPA导入可以明显减少ECM
[55]

含量, 但对肝功能未见明显改善 . 对PAI-1基因
敲除的胆汁淤积性急性肝损伤的研究发现, 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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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炎症阶段, 野生组肝组织中PAI-1基因表达
显著增加, 与野生组比较基因敲除组明显减轻
了胆管结扎所致的早期肝脏炎症, 这种保肝作
用与H G F的表达增强有关 [56-57]. 有学者继续观

3
4

察发现, 在纤维化阶段, 2组uPA, tPA的活性都增

5

加, 但基因敲除组提高更明显, PAI-1基因敲除可

6

以增加MMP-2和MMP-9(尤其是MMP-9)活性,
ECM沉积明显比野生组轻. 而且后期野生组腹

7

水的发生率为70%, 基因敲除组没有腹水发生,
PAI-1基因敲除显著提高了c-met的磷酸化水平,
由此进一步证实PAI-1的致肝纤维化作用, 同时也
说明uPA可以促进c-met表达而促进肝细胞再生[56].
3 uPA纤溶途径与中医药治疗肝纤维化

8

9

中医虽无肝纤维化病名, 但根据临床表现认为
肝纤维化属于中医学的“黄疸”、“胁痛”、
“积聚”等范畴. 中医学认为本病形成主要与
湿热久留体内, 饮食失调, 肝气郁结, 瘀血内滞,

10

脏腑功能失调等相关. 目前, 肝纤维化中医基本
病机属血瘀、正虚两方面的理论已基本达成共
识[58]. 大量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证实, 中医药治
疗肝纤维化有一定优势,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已

11

有一些研究显示, 中医药可能通过下调PAI-1的
表达而促进MMPs的活化起到抗肝纤维化的作
用[59-61]. 只是目前通过干预uPA纤溶途径治疗肝

12

纤维化的报道不多, 但可以相信, 随着中西医结
合研究肝纤维化的进展, 中医药必将为肝纤维
化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尽管针对纤溶系统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

13
14

中的作用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有关纤溶系
统各成分在肝纤维化进程中的确切机制尚未完
全阐明, 加之肝纤维化的形成涉及诸多环节, 发
病机制相当复杂, 许多重要的细胞因子和蛋白
酶均参与肝纤维化过程. 随着许多针对肝纤维
化发展的关键环节逐渐阐明, 有关纤溶系统特
www.wjgnet.com

15

■名词解释

PAI-1: 是uPA和
tPA专一、快速和
有效的生理抑制
剂, 可以迅速、有
效 的 抑 制 u PA 和
tPA的活性. 除了
能与uPA或tPA形
成1∶1复合物, 从
而灭活纤溶酶原
外, PAI-1还与其
他的配体如玻基
结合素、脂多糖
受体相关蛋白等
结合来调节纤溶
酶原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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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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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REVIEW

糖尿病及其血管并发症的介入治疗
朱悦琦, 程英升

■背景资料

随着生活方式的
改变和老龄化社
会的加剧, 糖尿病
的患病率和死亡
率已呈快速上升
趋势, 成为世界上
继肿瘤、心血管
病之后第3位严重
危害人类健康的
疾病. 资料表明,
全球糖尿病患病
人数已超过1.5亿
人, 按目前增长中
的发病率来说, 糖
尿病将于数十年
内成为全球最普
遍疾病之一和最
大的公众健康问
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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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uminal angioplasty, PTA)和血管内支架为糖
尿病足及其他周围血管病变提供了一个新的治
疗途径.
1 糖尿病的介入治疗
1.1 胰岛细胞移植 与传统的胰腺移植相比, 本

摘要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根据发病机制
的不同, 可分为1型和2型. 糖尿病介入治疗主
要是针对1型D M由于胰岛β细胞缺乏造成胰
岛素分泌绝对不足进行胰岛β细胞或者干细
胞移植, 从而增加胰岛素分泌的绝对量达到治
疗DM的目的. DM的血管并发症介入治疗, 最
常见的是糖尿病足的治疗, 使用经皮经腔血管
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
PTA)和血管内支架为糖尿病足及其他周围血
管病变提供了一个新的治疗途径.
关键词: 糖尿病; 经皮经腔血管成形术; 干细胞; 糖
尿病足
朱悦琦, 程英升. 糖尿病及其血管并发症的介入治疗. 世界华人
消化杂志 2006;14(21):2112-2115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112.asp

法由于具有创伤小, 效果好以及排斥反应低等
优点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方法: 通常是将供
体胰腺经分离纯化后提取胰岛细胞, 获得足量
纯净的活性胰岛细胞是决定胰岛移植成功与否
的关键, 而这中间胰腺的消化又是关键中的关
键 [1]. 分离纯化完成后, 患者取仰卧位, 在超声
引导下用22G的Chiba针穿刺肝脏门脉成功后引
入导丝和导管鞘至门脉主干, 造影证实后手工
缓慢推入胰岛β细胞悬液[2], 或者也可经右下腹
作一2 cm的小切口, 分离肠系膜静脉的二级分
支, 然后用21G的微穿刺针穿刺后引入导管导
丝, 插管到门静脉, 移去导丝, 造影确定位于门
静脉后, 缓慢注入胰岛细胞悬液, 注射完毕后行
CO2造影, 然后移去导管, 结扎肠系膜静脉[3]. 胰
岛细胞移植过程中, 应当非常强调缓慢注入胰
岛细胞, 因为过快注入一方面可引起门静脉阻
塞, 另一方面可能破坏胰岛细胞团(胰岛细胞团
移植效果要优于单个细胞). 或者也可常规经股

0 引言

动脉插管, 引入导丝和导管后, 插管到肝固有动

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根据发病机制的

脉或者相应的肝动脉及其分支, 然后依照上述

不同可分为1型和2型, 其中1型DM主要是由于

方法注入胰岛细胞, 可达到相同效果. 术后联合

胰岛β细胞的破坏引起胰岛素分泌的绝对缺乏,

应用非类固醇激素进行免疫抑制, 使患者脱离

其发病机制与自身免疫反应性损伤有关, 好发

或者降低胰岛素的使用量, 从而达到治疗糖尿

于儿童和青少年, 酮症酸中毒倾向明显. 2型DM

病的目的. 穿刺可导致肝包膜损伤引起出血、

的发病机制主要是由于遗传引起的胰岛素抵抗

血胸、气胸和皮下淤血等并发症, 但都非严重

和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引起的, 患者的胰岛素

并发症, 通过超声引导和仔细操作均可予以避

水平通常不低, 有时甚至还可以高于正常水平.

免. 有文献报道胰岛细胞移植后, 71%的患者可

糖尿病介入治疗主要是针对1型DM, 由于胰岛

有轻度的腹痛, 59%的患者可有恶心反应, 但都

β细胞缺乏造成胰岛素分泌绝对不足进行胰岛

是自限性的 [4] . 胰岛细胞的移植效果可由外周

β细胞或者干细胞移植, 从而增加胰岛素分泌的

血中C肽浓度来间接反应, 这是因为胰岛β细胞

绝对量达到治疗DM的目的. DM的血管并发症

在分泌胰岛素的同时也以等分子量分泌C肽, C

同样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糖尿

肽清除速率慢于胰岛素, C肽/胰岛素浓度通常

病足的治疗, 经皮经腔血管成形术(percutaneous

>5. 有文献报道通过β细胞的移植, 1 h后C肽水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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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可由平均0.09 mg/L上升到1.99 mg/L, 再次移

EGC), 后者则可分为来源于脐血、骨髓和肝胰

植后平均C肽水平也可达到1.65 mg/L. 2 wk后C

的成体干细胞等. 细胞在有白血病抑制因子存在

肽水平首次移植和再次移植则分别为0.88 mg/L

的情况下, 在无分裂活性的鼠胚胎成纤维细胞组

和0.74 mg/L, 6 mo后86%的患者C肽水平超过

成的滋养层上生长, 可以保持未分化状态, 并且

0.5 mg/L, 而这一水平充分表示移植b细胞能够

胰岛细胞谱系通常以集落形式生长, 而非杂乱

很好的起作用. b细胞的来源问题: 首先, 胰岛细

散在生长[11-13]. 去除白血病抑制因子和滋养层细

胞不具有很强的分化活性, 不适宜于细胞培养

胞后, ESC开始分化, 产生拟胚体, 拟胚体在无血

增殖; 其次, 从每个供体中获得的胰岛数量通常

清、存在碱性成纤维生长因子、含有葡萄糖的

[5]

小于总量的50% , 这些都从某些方面限制了胰

培养基中生长, 可以最终分化为胰岛素分泌细

岛移植的广泛开展. 免疫抑制问题一直以来都

胞. 胰岛素分泌细胞还必须在生长因子的作用之

是影响胰岛细胞成活和临床疗效的瓶颈. 尽管

下才能成熟, 并产生较强的分泌胰岛素的能力.

胰岛细胞的排斥反应较全胰腺移植要低, 并且

但是胰岛细胞最终的成熟还必须在较高浓度的

通过生物技术方法减低胰岛细胞的免疫原性等

葡萄糖刺激下才能完成, 此时的胰岛素分泌细胞

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该问题始终未

可能具有很强的胰岛素分泌能力, 但是也有文献

能得到解决, 药物抑制移植免疫反应仍然需要.

报道[14], 这种高糖也可能会诱导细胞的凋亡、脱

目前, 非激素免疫抑制方案是胰岛细胞移植研

颗粒或者抑制细胞的完全成熟. 干细胞标志主要

究的方向之一. Edmnton et al

[6-7]

联合应用雷帕

用来在细胞的诱导和培养过程中对能够分泌胰

霉素, FK506及塞呢哌后, 80%的患者脱离胰岛

岛素的细胞进行筛选, 随着理论和实验技术的发

素治疗达1 a以上. 现在, 免疫调节和诱导耐受以

展, 很多新的分子标志可能会出现, 同样许多以

及胰岛细胞微囊化处理等方法正处于实验室研

前所采用的分子标记也会被弃用. 目前所用较多

究阶段, 其避免服用免疫抑制剂的前景越来越

的分子标记(大部分基于动物实验)主要有: (1)胰

受到人们的关注. 有实验证明将海藻酸钠-聚赖

岛素促进因子是β细胞表达的一种调节胰岛素

氨酸-海藻酸钠包埋的猪胰岛细胞移植到糖尿病

和抑生长素表达的转录因子, 是β细胞成熟的标

大鼠后, 与非包埋对照组相比, 可以取得显著的

志物. 内分泌细胞几乎都存在于胰岛素促进因子

[8]

效果 .

阳性细胞集落当中[15]. (2)Nestin是胰岛干细胞的

1.2 干细胞移植 干细胞(stem cell, SC)是一种具

分子标志之一, 可以起到促进胰腺内分泌干细胞

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能力的一类细胞. 干细

分化的作用. (3)胰腺特定转录因子1a, 该因子在

胞移植相对于胰岛细胞移植而言具有两个潜在

早期胰腺胚芽形成过程中表达, 并且和胰岛素促

的优点: 一是可以解决胰岛细胞供体来源不足

进因子联合表达, 他负责胰腺上皮的形成. (4)神

的问题, 因为平均每例患者胰岛移植大概需要

经原素Neurogenin3 (ngn3)在形成胰腺上皮过程

2个或以上供体胰腺, 即使在器官捐献非常发

中, ngn3对于内分泌谱系细胞的特定分化是必须

达的美国, 每年也只有6000左右捐献的胰腺可

的. 胰腺上皮细胞的亚系可以表达ngn3, ngn3与

供使用, 而同时却有30 000例新的糖尿病患者

生长因子共同作用可使肝脏内胰岛素分泌水平

在等待治疗 [9] . 干细胞由于具有多向分化的能

明显提高[16]. 其他有ck-19、胰岛素、端粒酶、

力, 一旦建立可以诱导分化成胰岛细胞的细胞

β-半乳糖苷酶等都可作为具有胰岛素分泌功能

[10]

. 二是

细胞的参考标记, 对于研究胰腺干细胞的发育以

可以解决胰岛移植所带来的免疫排斥反应, 排

及信号传导机制均有重要的作用. 干细胞移植治

斥反应不光是可以造成终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

疗糖尿病在理论上和动物实验阶段都被证明是

麻烦, 同时免疫抑制药物也会不同程度的损伤

可行的. Soria et al [17]通过选择特定鼠类胚胎干细

胰岛细胞. 取自身的干细胞完全没有免疫排斥

胞诱导产生的胰岛素分泌细胞, 移植到糖尿病小

反应是较好的选择, 但是也有文献报道经诱导

鼠体内后, 发现这些细胞不但能增殖数倍, 而且

产生的胰岛样细胞, 其分泌胰岛素的能力较正

能保持其分泌胰岛素的功能. Ramiya et al [18]将鼠

常胰岛细胞要低. 干细胞可以分为胚胎干细胞

胰导管内细胞分化得到的可分泌胰岛素的细胞,

(embryonic stem cell, ESC)和成体干细胞(adult

移植到糖尿病小鼠体内后, 也起到了纠正高血糖

stem cell, ASC), 前者又可以分为胚胎来源干细

的作用. 但是干细胞移植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

胞和生殖细胞来源干细胞(embryonic germ cell,

其中干细胞的诱导是关键, 尽管这些增殖细胞被

系, 那么就能解决胰岛细胞的来源问题

www.wjgnet.com

■应用要点

糖尿病介入治疗
既要对原发疾病
进行治疗, 同时也
要对糖尿病合并
血管病变进行治
疗, 实行标本兼
治, 方可疗效持
久.

2114
■名词解释

1 经皮经腔血管
成形术(PTA): 是
指采用导管扩张
技术使狭窄或闭
塞的血管再通.
2 糖 尿 病 足
(diabetic foot,
DF): 是糖尿病
患者并发的一种
神经、血管、皮
肤、肌腱甚至骨
骼的慢性进行性
病变, 常合并感
染. 主要表现为足
溃疡与坏疽. 是糖
尿病患者尤其是
老年糖尿病患者
最痛苦的一种慢
性并发症, 也是患
者致残致死的主
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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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可以取代胰岛细胞, 能够诱导这些类型的

的预防再狭窄的发生. 如果管腔内伴血栓形成,

特定的细胞表面标记和信号仍然不为人们所知.

则可通过导管注入尿激酶等溶栓药物, 进行局

充分了解信号分子在成熟干细胞分化成熟过程

部溶栓使血管再通. 穿刺部位血肿形成, 少数患

中的作用将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其次, 干细胞具

者可以形成假性动脉瘤, 通常小心操作可以避

有多向分化的能力, 可以向各个胚层分化, 所以

免. 狭窄血管球囊扩张时破裂是严重的并发症,

干细胞诱导产生的细胞可能具有潜在的肿瘤形

可以通过重复扩张达到所需的效果, 单次扩张

成风险以及形成畸胎瘤的可能. 充分诱导干细

压力不宜过大可避免此类并发症的发生.

胞形成成熟的内分泌细胞, 以及提高成熟细胞

2.2 其他周围血管病变 糖尿病患者动脉粥样硬

的纯度可能是避免这一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

化发生的概率约为正常人的4倍, 主要侵犯主动

再次, 来源于异体的干细胞诱导产物仍然面临

脉、冠状动脉、脑动脉、肾动脉等,
、冠状动脉、脑动脉、肾动脉等,
冠状动脉、脑动脉、肾动脉等, 其与糖尿

免疫排斥反应的问题, 免疫抑制剂的选用肯定

病足治疗的基本方法相似, 都可以通过PTA, 支

将是干细胞移植临床应用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

架植入以及局部溶栓等方法来改善临床症状,

要问题. 最后, 干细胞还将面临伦理学上的一系

促进血运的重建.

列的问题. 干细胞移植无疑还处于起步阶段, 只

总之,, 介入治疗不管是在糖尿病的病因治疗

有上述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之后, 其临床

方面还是在其并发症对症治疗方面都有其独特

应用才能广泛开展.

应用前景. 糖尿病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 随着社
会老龄化的发展, 患者数量将大量增长, 对治疗

2 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介入治疗

水平也将有更高的要求. 在传统的治疗基础上,

2.1 糖尿病足 糖尿病患者因周围血管病变引起
[19]

介入治疗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借助于不断发

肢体坏死的几率是非糖尿病患者的50多倍 . 尽

展的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 以及影像设备的飞

管外科旁路手术仍然是治疗严重下肢缺血的金

速发展, 在糖尿病治疗领域中必将发挥越来越

标准, 血管内治疗技术正在越来越多被临床所

大的作用.

接受. 经皮血管成形术及血管内支架已经成为
治疗严重下肢缺血尤其是局部动脉狭窄和阻塞
伴末端引流血管通畅的有效治疗措施

[20]

. 经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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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性肝病的实验室诊断
陆元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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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性肝病是以
肝脏内脂肪蓄积
为特征的一类疾
病, 肝活检虽为其
诊断金标准, 并可
帮助疾病分类及
了解病变程度, 但
具有一定的创伤
性, 不适合动态随
访, 而且存在很大
程度的取样误差,
所以发展非创性
影像学和实验室
诊断学检查就显
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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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进行总结, 希望能给临床脂肪性肝病的诊
断和治疗带来帮助.
1 影响脂肪肝形成的指标
脂肪性肝病的病理进程大致可分为2步, 脂肪在
肝脏的蓄积是该病的起因. 脂肪在肝脏内沉积

摘要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 脂肪性肝病的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 准确的诊断和确切的疗效观察是控
制脂肪性肝病从良性向恶性转归的关键. 活检
虽为诊断金标准, 但存在许多局限性; 实验诊
断学方法具有创伤小、可重复操作等优点, 易
被患者和临床所接受. 现就影响脂肪性肝病形
成的血浆脂质、胰岛素抵抗、细胞因子和遗
传因素及脂肪在肝脏沉积后引起肝细胞炎症
反应、肝细胞损伤、纤维化的实验室指标进
行概述, 希望能为临床脂肪性肝病的诊治提供
方便.
关键词: 脂肪性肝病; 实验室诊断

受多种因素的诱导, 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检测
策略.
1.1 血浆脂质 脂肪在肝脏的蓄积是脂肪性肝病
形成的先决条件, 肝脏是脂肪代谢重要靶器官,
游离的脂肪酸进入肝脏, 重新酯化变成三酰甘
油(TG)贮存于脂肪组织或用作肌肉能量, 游离
脂肪酸也可在肝脏中以乳糜微粒残体形式存在,
然后经TG脂酶水解. 当脂肪酸代谢有利于脂质
合成时, 肝内TG就会堆积. 对非乙醇性脂肪性肝
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患者
断面研究发现脂肪肝患者血清总胆固醇、TG、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载脂蛋白B、脂蛋白(a)
及游离脂肪酸显著高于对照组, 高密度脂蛋白

陆元善. 脂肪性肝病的实验室诊断.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胆固醇及载脂蛋白A1水平低于对照组[2-4], 餐后

2006;14(21):2116-2122

血脂水平高于对照[5]. TG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116.asp

与肝细胞内脂肪含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
和-0.35[6], 游离脂肪酸通过激活JNK信号通路诱

0 引言

导肝细胞发生脂凋亡[7].

脂肪性肝病是以肝脏内脂肪蓄积为特征的一类

1.2 胰岛素抵抗 肝脏被认为胰岛素抵抗或代谢

疾病, 肝活检虽为其诊断金标准, 并可帮助疾病

综合征损伤的主要靶器官, 胰岛素抵抗与肝脏

分类及了解病变程度, 但具有一定的创伤性, 不

脂肪堆积有关 [8]. N A F L D个体空腹C肽、胰岛

适合动态随访, 而且存在很大程度的取样误差[1],

素、血糖、TG和尿酸增高 [3], 基础游离脂肪酸

所以发展无创性影像学和实验室诊断学检查就

增加, 胰岛素介导-脂解抑制的有效性降低[4,9]. 空

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 通过动物实验和临床研

腹血糖和空腹胰岛素与肝细胞内脂肪含量之间

究, 脂肪性肝病的病因、形成及临床转归得到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7和0.56, 多因素判别分析

进一步了解, 同时也建立了一些判断肝脏内有

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现空腹胰岛素是与其他

无脂肪蓄积以及肝内脂肪浸润程度、疾病严重

人体测量和代谢物测量无关的预示肝细胞内脂

程度、是否合并肝内炎症和纤维化的实验室监

肪含量和ALT浓度独立的预示因子[6]. HOMA胰

测指标, 为动态随访、反映药物疗效和疾病的

岛素抵抗是NAFLD的预示因子, 比数比为2.38,

预后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实验室指标可分成两

95%可信限为1.52-5.74[10]. 实验室检测胰岛素抵

类, 一类是影响脂肪肝形成的指标, 另一类为脂

抗指标较多, 包括葡萄糖耐量试验、C肽/胰岛

肪肝形成后所表现出的血液学指标的变化, 现

素比值、HOMA模型胰岛素抵抗评估法、定量

从这二个方面对可能用于脂肪肝的实验室诊断

胰岛素敏感性检测指数、葡萄糖钳夹技术等.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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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最常用的是HOMA模型, 而最可靠的为

胰岛素抵抗无关的NASH特征, 脂联素水平降低
[21]

.

葡萄糖钳夹技术. 对日本人群血清铁蛋白浓度

与NAFLD肝细胞更广范围坏死性炎症有关

与内脏脂肪(visceral fat area, VFA)和皮下脂肪

超质量儿童及NAFLD患儿的血清脂联素水平低

(subcutaneous fat area, SFA)及肝脂肪含量的研

于正常体质量儿童, 血清脂联素水平与体质量指

究发现, 血清铁蛋白与肝脏脂肪含量呈负相关(r :

数、胰岛素、血糖和ALT呈负相关, 提示脂联素

0.28, P <0.0001), 与VFA和SFA呈正相关, r : 0.254

在儿童NAFLD发病中同样起较为直接的作用[23].

和0.231, 与HOMA胰岛素抵抗呈正相关(r : 0.286,

与脂联素的生理作用相反, TNF-α有降低胰岛素

P = 0.0008), 提示血清铁蛋白浓度可作为评估系

敏感性和趋炎作用. NASH患者血清TNF-α水平

统性脂肪含量和胰岛素抵抗程度指标 .

高于对照[21,24], 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受体(soluble

1.3 细胞因子 大多数NAFLD患者有中心脂肪堆

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 sTNFR)被认为是

积[4], 体脂增加. 增加的脂肪组织除具有储存能

较好的TNF-α生成和炎性疾病严重程度的指示

量的功能外, 还具有自/旁分泌功能. 瘦素、脂

剂, 对NASH患者的研究发现, NASH伴明显纤维

联素和TNF-α是脂肪细胞分泌的对NAFLD的形

化或中等程度炎症患者的血清sTNFR水平较纤

成起重要作用的细胞因子. 瘦素主要是通过抑

维化不明显或炎症较轻或对照高, 但sTNFR与脂

制食欲、促进外周的脂肪分解及抑制脂肪的合

肪沉积等级无关. sTNFR与NASH患者肝纤维化

[11]

成来调节体脂肪的稳定

[12-13]

. 同时还参与肝脏对

之间有显著相关[25].

脂质代谢的调节作用, 减少TG合成, 促进脂肪

1.4 遗传因素 NASH与脂类, 糖和能量代谢有关,

氧化. 动物实验发现, NAFLD大鼠血清瘦素水

b-肾上腺素能受体在调节能量消耗中起重要作

平升高、肝脏瘦素受体表达下降[14]. NAFLD患

用. 通过对251例日本男性的研究发现, b-肾上腺

者血清瘦素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脂肪肝患者

素能受体基因的16和27位的多态性在肥胖人群

瘦素水平的升高可能是瘦素产生抵抗, 致高瘦

与正常人群之间无差异, 但Gly16纯合子的高密

[15]

. NAFLD患者的血清瘦素水平是升高

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Arg16纯合子, Gln27Glu27

的, 且与脂肪肝的发生、发展有关. 脂联素通过

杂合子的血清TG浓度高于Gln27Gln27纯合子.

激活AMP激酶和PPARγ途经, 使得肝细胞脂肪

Gln27Glu突变杂合子脂肪肝发病率较高, 其比数

酸氧化增加, 合成减少, 并抑制葡萄糖的生成,

比为1.92, 95%可信限为1.01-3.68[26]. 肝脂肪病变

从而降低肝细胞内TG和糖元含量, 改善胰岛素

在b-脂蛋白缺乏血症和纯合子低b-脂蛋白血症

抵抗[16-19]. 非肥胖NASH患者血清脂联素水平降

个体中均有报道, 肝细胞脂蛋白分泌不足, 尤其

低, 与胰岛素、TNF-α等相比, 血清脂联素是区

是选择性载脂蛋白B100缺乏与肝脏脂肪病变有

分坏死性炎症等级和纤维化分值高低的唯一指

关. 载脂蛋白B合成不足导致前b-脂蛋白(极低密

素血症

[5,9,20-21]

. 血清脂联素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呈

度脂蛋白)合成减少, 从而不能有效地将肝脏脂

正相关 , 与TG呈负相关(r = -0.22, P = 0.04)、

类运出[27-31]. 对微粒体TG转运蛋白启动子区-493

空腹胰岛素负相关(r = -0.37, P <0.01), HOMA胰

G/T和锰-S O D基因1183 T/C多态性研究发现,

岛素抵抗负相关(r = -0.39, P <0.01)

. 多重回

NASH患者TG转运蛋白G等位基因和锰-SOD T

归分析发现, 脂联素与肝脂肪变性和坏死性炎

等位基因携带频率较高. 转运蛋白基因启动子区

症及纤维化呈负相关, NASH患者的餐后血脂水

G等位基因导致转运蛋白合成降低, 肝细胞的脂

平高于对照, 而且与空腹脂联素有关. 对照组脂

质输出减少, G等位基因的携带者有更大范围的

肪餐后血清脂联素水平升高, 而NASH患者则表

肝小叶区脂肪浸润; 由T等位基因翻译的锰-SOD

现为轻微下降, 是NASH患者肝脏脂肪变性程度

进入线粒体较少, 使线粒体的抗氧化损伤能力下

的独立预示因子. 两组实验对象血清游离脂肪

降[32]. 胱硫醚合成酶缺乏可导致严重的高同型半

酸对脂肪餐后的反应与脂联素相反, 餐后脂肪

胱氨酸血症, 患者中肝脏脂肪变性较为常见. 在

代谢损伤可能是低脂联素血症、NASH及高心

NAFLD患者中, 同型半胱氨酸与TG、极低密度

标

[10]

[10,20]

[5]

血管危险相联系的又一机制 , 低脂联素水平可

脂蛋白胆固醇、胰岛素及胰岛素抵抗指数呈正

能是NAFLD的预示因子[20,22]. 多重回归分析发

相关, 与叶酸、维生素B12负相关. NAFLD患者

现, 脂联素对NAFLD有保护作用, 比数比为0.22,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显著高于其他组, NASH患者

95%可信限为0.09-0.55. 提示低脂联素血症和胰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显著高于NAFLD患者, 血清

岛素抵抗与NAFLD有关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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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脂联素血症是与

同型半胱氨酸能显著预示NASH中坏死性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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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性较处于下1/4分布者显著增加相比, 高ALT

. 血色素沉着病是一种慢

发生代谢综合征的比数比为2.5 (95%可信限为

性铁超负荷状态, 多余的铁在组织内沉积, HFE

1.38-4.51)、ALP的比数比为2.28 (95%可信限

基因C282Y突变与血色素沉着病有关, H63D突

1.24-4.2)、CRP的比数比为1.33 (95%可信限为

变本身虽然不会引起血色素沉着病, 但与C282Y

1.09-1.63). AST/ALT比值处于上1/4者发生代谢

突变相关联则与血色素沉着病有关. N A S H患

综合征的危险性较下1/4者显著降低, 其比数比

者中HFE C282Y和H63D突变的比率显著高于

为0.40 (95%可信限为0.22-0.74). 进一步, 经腰

对照人群. 突变者的血清铁蛋白, 铁, 转铁蛋白

围、胰岛素敏感指数、急性胰岛素反应和受损

饱和度及肝可染铁均高于无突变者. 突变者的

糖耐量校正后, ALT和AST/ALT比值与代谢综合

A LT水平亦高于无突变者, 有C282Y突变者的

征发生之间的相关性仍然存在 [40]. 多元回归分

肝纤维化程度较无突变者重[4,34-35]. 抗胰蛋白酶

析显示, 内脏性肥胖、高瘦素血症和高胰岛素

是肝脏产生的蛋白酶抑制剂, 抗胰蛋白酶缺乏

血症与血清A LT增高密切相关. 与其他肝病所

可引起肝脏和肺部疾病, 较常见的两个突变是S

致转氨酶升高不同, NASH患者转氨酶升高常有

(Glu264Val)和Z (Glu342Lys)等位基因, 突变蛋白

如下特点: (1)通常为轻度升高, 多在正常值上限

以Schiff阳性、淀粉酶抵抗包含体形式沉积在肝

的2-3倍以内, 甚至仅为正常值范围偏高, 而5-10

细胞粗面内质网, 引起肝细胞损伤. NAFLD患者

倍以上增高者较少见[41-43]; (2)持续时间长, 短期

携带有抗胰蛋白酶PiS等位基因的频率显著高于

内一般无明显波动, 除非能够有效控制体质
质

正常对照, 血清a1-抗胰蛋白酶的水平显著低于

量[41-42]; (3)通常无临床症状, 鲜见肝炎相关表现;

对照, 携带有抗胰蛋白酶PiS等位基因NAFLD患

(4)与乙醇性肝病相比, NASH患者的脂肪变性程

者血清铁蛋白水平高于其他患者, 高血压的发

度要严重, 以ALT升高为主, AST/ALT比值小于

NAFLD的指标之一

病率高于其他患者

[34,36-37]

. TNF-a基因启动子的

1, 即使发生脂肪性肝硬化, 其比值亦小于1.3, 故

多态性与其合成增加有关. 对TNF-a基因启动子

与乙醇性肝炎两者比值通常大于2.0相鉴别[44-45];

区238位和308位基因多态性分析发现, NAFLD

(5)通常合并ALP和GGT轻度至中度增高, GGT

患者238位的突变频率较对照高, TNF-a基因启

增高幅度通常大于ALP[44-45].

动子有突变的NAFLD患者具有较高的胰岛素抵

2.2 炎症因子 脂肪变性可增加氧化应激反应,

抗指数和较严重的葡萄糖耐量受损. TNF-a基因

NASH患者的总抗氧化应激能力较对照低, 平均

启动子区的多态性可能是胰岛素抵抗、NAFLD

总过氧化水平和氧化应激指数要高于对照[46-47].

和NASH的易感基因[38].

肝脏抗氧化酶活性在NAFLD患者中升高, 红细

2 脂肪肝形成后引起的血液学改变

促酶活性显著高于对照, 然而, 红细胞和血浆抗

肝脏发生脂肪性病变时肝细胞内蓄积的脂质可

氧化防护并不能反映肝细胞内的过氧化反应[48].

直接和/或通过氧应激和脂质过氧化导致肝细胞

胰岛素抵抗、氧化应激反应和较低程度的系统

坏死或凋亡以及炎症反应. 肝细胞膜的通透性

性炎症状况与儿童肥胖相关肝病有关. N A S H

发生改变, 细胞内成分渗出或漏出, 血液中相关

肥胖儿童的铁蛋白、C反应蛋白和红细胞谷胱

成分的浓度发生变化.

甘肽过氧化物酶活性高于转氨酶、肝脏正常的

2.1 肝酶类 1999-2002年开展的美国国家健康

肥胖儿童, 且NASH肥胖儿童空腹葡萄糖/胰岛

与营养评估调查(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素比值、铁蛋白和C反应蛋白同时异常人数占

examination survey, NHANES)发现, 排除丙型肝

41%[49]. 与对照相比NASH患者血浆超敏C反应

炎患者和酗酒者, 人群中血清ALT>716.8 nkat/L

蛋白、纤维蛋白原、IL-8、IL-18和TNF-α水平

和/或AST>716.8 nkat/L者占9.8% , 较1988-1994

和血浆纤溶酶原激活抑制因子-1活性等趋炎生

年的调查异常率高, 但引起转氨酶升高因素与

化标志显著升高, 趋炎生化标志与年龄、BMI、

1988-1994年的NHANES相似, 主要与BMI、腰

血压、H O M A胰岛素抵抗积分、血浆T G和肝

围、T G及血糖增高有关, 与非乙醇性脂肪性

脏酶活性无关, 与内脏脂肪有关 [11,24,50]. 非肥胖

肝病危险因素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39]. 经年

N A S H患者血清脂联素水平降低, 与胰岛素、

龄、性别、人种和饮酒量校正后, ALT、ALP和

TNF-α等相比, 血清脂联素是区分坏死性炎症等

CRP浓度处于上1/4分布者发生代谢综合征的危
征的危
的危

级和纤维化分值高低的唯一指标[9]. 氧应激诱导

胞和血浆铜/锌S O 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和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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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氧还蛋白(thioredoxin, TRX)生成, 与健康人群

为0.67, 诊断中等程度肝纤维化ROC曲线下的面

或单纯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相比, NASH患者血清

积为0.87, 诊断严重程度肝纤维化ROC曲线下的

TRX水平显著升高, 与血清铁蛋白正相关, 与肝

面积为0.89, 诊断肝硬化的ROC曲线下的面积为

组织铁负荷及组织学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如降

0.92. 若NAFLD患者中严重程度肝纤维化的发

低肝细胞铁负荷, 血清TRX和ALT水平显著下

病率20%, 血清透明质酸的阈值取值46.1 ng/L,

降. 铁相关的氧应激参与了NASH的病理进程,

其诊断严重程度肝纤维化ROC曲线下的面积最

血清TRX是区分NASH与单纯性脂肪性肝病的

大, 灵敏度为85%, 特异性为80%, 阳性预示值

[51-52]

. Haukeland et al

[53]

对NAFLD患者

51%, 阴性预示值96%, 测定NAFLD患者血清透

的研究发现, NAFLD患者的血清IL-6、CC-化学

明质酸有助于诊断严重程度肝纤维化和监测从

因子配体2/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 (CC-chemokine

纤维化到肝硬化转变[55].

指标之一

ligand2/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

N A F L D肝纤维化患者血清层黏蛋白、透
黏蛋白、透
蛋白、透

CCL2/MCP-1)和CCL19水平升高, NASH患者

明质酸、Ⅳ型胶原和谷草转氨酶水平较对照组

的血清CCL2/MCP-1较单纯性脂肪性肝病患者

高, 层黏蛋白单项诊断性能最佳,
黏蛋白单项诊断性能最佳,
蛋白单项诊断性能最佳, 层黏蛋白与Ⅳ
黏蛋白与Ⅳ
蛋白与Ⅳ

高. NASH患者的高血清CCL2/MCP-1可能在从

型胶原组合的诊断总有效率虽然与层黏蛋白单
黏蛋白单
蛋白单

单纯性脂肪性肝病到NASH的转变过程中起重

项相同, 特异性也得到提高(从89%升到100%),

要作用. NASH患者的总抗氧化应激能力较对照

但诊断灵敏度从82%下降到64%, 测定血清中细

低, 平均总过氧化水平(total peroxide level)和氧

胞外基质成分, 特别是层黏蛋白对确定NAFLD
黏蛋白对确定NAFLD
蛋白对确定NAFLD

化应激指数要高于对照, 总过氧化水平与总抗

患者的肝纤维化有帮助[56]. NAFLD患者循环抗

氧化反应的比值作为氧化应激指数. 在NASH患

脂质过氧化抗体IgG水平高于对照组, 相同的抗

者中, 纤维化分值与总过氧化水平正相关、与

体在进行性肝纤维化或肝硬化中升高. Logistic

总抗氧化反应负相关、与氧化应激指数正相关

回归分析发现, 抗丙二醛抗体滴度高于参考

(r : 0.607, -0.506和0.728), 没有观察到坏死性炎

阈值的N A F L D患者较抗体滴度在参考范围的

症等级与氧化状况参数之间有相关性. 结果提

NAFLD患者有较高的进行性肝纤维化/肝硬化

示NASH与氧化能力增加有关, 特别是与伴肝纤

危险性, 相对危险度比为2.82, 95%的可信限为

维化相关 . 由于缺少准确的诊断NASH的临床

1.35-5.90, P = 0.007. 提示氧化应激启动的免疫

或生化指标, 排除乙醇性肝炎的诊断就很有必

反应是N A F L D进展到明显纤维化的独立预示

要. 但较难获得患者的精确饮酒量, 特别是女性

因子 [57]. 利用肝纤维化对A S T和血小板的不同

患者. 慢性酗酒的生化标志: 血清AST、ALT、

作用, AST与血小板的比值即APRI积分预示严

GGT、透明质酸、平均红细胞体积(MCV)和糖

重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ROC曲线下的面积分别

链缺乏转铁蛋白(C D T). 乙醇性肝炎患者血清

0.80和0.89. APRI积分是一种简单的又相对准

AST、AST/ALT比值、GGT、CDT和MCV水平

确的慢性肝脏疾病患者肝脏纤维化标志物 [58] .

较NASH患者高, 除CDT外, 这些生化指标在许

Ratziu et al [59]将纤维化程度分为5级, 从无纤维

多NASH与乙醇性肝炎之间有交叉. NASH患者

化到肝硬化, 分别用F0到F4表示, 对包含α2微

的血清CDT水平低于阈值, 2.66%, 乙醇性肝炎

球蛋白、载脂蛋白A1、触珠蛋白、总胆红素、

患者的血清CDT水平高于阈值. 提示血清CDT

γ-GT和坏死性炎症及ALT在内的纤维化指数Fi-

[46]

[54]

水平可用于NASH和乙醇性肝炎之间的区分 .

broTest在NAFLD患者肝纤维化诊断性能进行了

2.3 纤维化指标 纤维化是NASH患者中常见的

评价, 发现NAFLD患者的FT值高于对照组, 其

组织学发现, 但诱导因素不清楚. NASH患者的

诊断NAFLD患者F3F4 ROC曲线下的面积分别

血清透明质酸水平显著高于对照, 肝硬化患者

为0.81-0.92, 如阈值取0.3, 其阴性预示值为90%,

的血清透明质酸水平显著高于NASH和对照组.

敏感性77%, 如阈值取0.7, 其阳性预示值为73%,

NASH患者和肝硬化患者血清TNF-α和IL-8水平

特异性为98%, FibroTest是一种简单的、非侵入

高于对照组, 血清透明质酸与IL-8, TNF-α, ALT

的、可靠地预示NAFLD患者肝纤维化的定量估

和A S T水平缺乏相关性

[18]

. 血清透明质酸在不

价方法[60-61].

同等级的纤维化中有显著差异, 且与纤维化程

以上对目前常用的一些脂肪性肝病的实验

度显著正相关, 诊断性能分析发现: 血清透明质

室诊断指标进行了总结, 随着对脂肪性肝病病

酸诊断不同程度肝纤维化的ROC曲线下的面积

理进程的进一步认识和生物技术的发展,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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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上海中日早期胃肠肿瘤国际研讨会通告
本刊讯 由上海市胃肠肿瘤重点学科、日本早期胃癌检诊协会、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消化肿瘤学科群共同
主办 “2006上海中日早期胃肠肿瘤国际研讨会”将于2006-11-09/11在上海召开.

1 会议内容
由日本及香港专家主讲: 功能性消化不良和早期胃癌的临床识别; 根除H pylori 预防胃癌研究; 内镜诊断早期胃
癌的深度及组织学类型; 早期胃癌EMR、ESD及外科手术治疗; 早期胃癌和大肠癌标本处理及病理检查规范
及国际共识意见; 大肠锯齿状腺瘤、大肠癌及新生癌的诊断, 外科手术及综合治疗.
由中国专家主讲: 放大内镜诊断早期胃癌; 中国早期胃癌临床现状及前景; 胃肠肿瘤腹腔镜治疗; 大肠侧向
生长型肿瘤诊治; 大肠癌早期诊断及筛查; 胶囊内镜、双气囊小肠镜及小肠超声内镜诊断小肠肿瘤及临床评估.

2 征文
征文内容包括胃癌、大肠癌、小肠肿瘤基础研究、流行病学调查, 早期胃肠癌诊断及治疗. 论文(电子版)
按中华消化杂志格式书写附500字以内中文摘要, 欢迎网上投稿. 截止日期: 2006-08-10. 来稿寄至: 上海市
瑞金二路197号上海瑞金医院消化科 汤美萍 (请写明2006胃肠肿瘤大会稿件), 邮政编码: 200025. 联系电话:
021-64370045-665246, E-mail: wuyunlin1951@163.com.
会议将授予国家继续教育Ⅰ类学分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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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REVIEW

RNAi的作用机制及抗病毒研究进展
陈 煜, 谢小芳

陈煜, 谢小芳, 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福建省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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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外源性d s R N A被切割成21-23 n t长度的

1.1 RNAi的起始阶段 RNAi的一般机制是内源
小干扰RNA (small interference RNA, siRNA),
该过程由Dicer完成, Dicer是RNaseⅢ的成员

摘要
由于RNAi具有特异性的抑制甚至关闭相关序
列基因表达的特点, 已应用于重大传染病治
疗、肿瘤治疗、基因功能研究和新基因的发
现等领域. 现对近年来有关RNAi的机制、抗
病毒应用及前景作一综述.
关键词: RNAi; 抗病毒

之一. Brantl[1]报道Dicer有以下结构域: 1个与
Argonaute家族同源的PAZ结构域, 2个RNAase
活性结构域, 1个dsRNA结合结构域, 1个DEAH/
DCXH RNA解旋酶活性结构域. Dicer的处理结
果是形成siRNA的复合物, 该复合物5'端磷酸化
和3'羧基末端具有2-3个游离核苷酸. Chiu et al [2]
对siRNA的2'端的化学修饰研究表明, RNAi的过
程并不需要2'羟基对siRNA的识别, 通过2'氟尿

陈煜, 谢小芳. RNAi的作用机制及抗病毒研究进展. 世界华人消

嘧啶和2'氟胞嘧啶的应用, 明显增加了siRNA的

化杂志 2006;14(21):2123-2129

半衰期, 并延长了RNAi的作用. 利用该方法对人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123.asp

周期蛋白T1进行了研究, 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能有效沉默内源性人类基因.

0 引言

1.2 R N A i持续阶段或放大阶段 随后, 这些

RNAi (RNA interference)是1995年康奈尔大学

siRNA被RNA诱导的沉默复合物(RNA-induced

Guo博士试图阻断线虫基因表达时被意外发现

silencing complex, RISC)识别, 现有研究表明,

的, 是指内源或外源双链RNA (double-stranded

RISC包含有Argonaute蛋白家族的多个成员, 可

RNA, dsRNA)分子在基因转录水平上关闭相应

能有转运siRNA到RISC上的功能, Hannon et al

序列基因转录所致的细胞内有效、特异性的基

在果蝇S2细胞的提取物中也检测到D i c e r与

因封闭. 其主要借助转录后加工特异性抑制目

Argonaute的相互作用. siRNA与RISC结合后,

标mRNA的生成, 并导致相应蛋白合成的减少

RISC被活化, 大小为100 kDa, 活化的RISC复合

甚至停止. 1998年Fire将这一发现正式命名为转

物通过ATP依赖的过程促进siRNA的解旋, 解旋

录后基因沉默(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酶包括QDE-3, MUT-6, MUT-14. Chiu et al [2]研究

PTGS). 他广泛存在于生物界, 是生物体抵御病

表明, siRNA结构的5'端的完整性对于RNAi非常

毒或其他外来核酸入侵而保持自身遗传稳定的

重要, 而不是其3'端, 这表明siRNA对解旋起始

保护性机制. 目前已在果蝇、真菌、昆虫、植

的识别具有不对称的性质. 解旋的反义链指引

物以及哺乳动物中均发现了RNAi现象, 由于其

活化的RISC到互补的mRNA并与之结合, 然后

高效率、高特异性等特点, 一些科学家已将其

siRNA与mRNA换位, 再由RISC将靶mRNA切割

以基因治疗的方式应用于一些重大传染病的治

成21-23 nt片段, 这些片段由于缺少PolyA尾巴

疗, 如HIV和HBV. 同时, 由于RNAi具有基因敲

及特定的头部而很易被降解, 导致翻译受阻, 产

除的功能, 所以作为反向遗传学的工具已被广

生转录后基因沉默(PTGS). 换位后的siRNA可继

泛应用于基因功能的研究和新基因的发现. 现

续充当起始诱导物, 重复参与PTGS过程, 产生级

就其作用机制、抗病毒研究及应用前景和存在

联放大效应, 同时siRNA可在(RNA依赖的RNA

的问题进行综述.

聚合酶)RdRp作用下大量扩增, 并且转运出细胞,

www.wjgnet.com

■背景资料

康奈尔大学Guo
博士于1995年发
现RNAi. 随后一
些研究人员证实
在果蝇、真菌、
昆虫、植物等生
物及哺乳动物细
胞中也存在RNAi
现象. 本文综述了
自2000年以来该
现象的研究机制
以及应用于爱滋
病病毒、乙肝病
毒、丙肝病毒、
流感病毒以及其
他病毒病的治疗
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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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在RNAi机制方
面, 由于RNAi应
用于动物病毒
病的治疗上存在
siRNA半衰期短
的问题, 因此对
siRNA的2'羟基的
化学修饰研究、
siRNA的结构以
及反义链与目标
mRNA复合物的
双螺旋结构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 在
应用方面, 研发出
了不同的可表达
siRNA的载体以
及制作方法, 同时
对使用不同启动
子的载体对细胞
的特异性也进行
了比较. 在抗病毒
方面, HIV受到了
很大的关注, 针对
病毒复制的各个
时期采用了不同
的策略, 取得一定
的效果. 在其他
病毒病的治疗中,
RNAi也显示出其
美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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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至整个机体. siRNA还可作为一种特殊的

性不强, 可降解所有m R N A及抑制所有蛋白质

引物, 利用RdRp, 以靶mRNA为模板, 合成新的

合成, 从而引起细胞死亡, 所以目前应用于哺乳

dsRNA, 后者又被RISC降解成为新的siRNA, 新

动物细胞的dsRNA的长度一般在21 nt左右. 同

合成的siRNA又进入上述循环, 这一过程被称为

时科学家们还发现了RNA介导的同源DNA甲基

[3]

随机降解PCR反应(random degradative PCR) .

化(RdDM)现象, 即在RNAi的PTGS机制中产生

1.3 RNAi的效应阶段 目标mRNA被活化的RISC

了引导同源mRNA降解的siRNA, 与此引导RNA

在单一位点切割. 此过程要求反义链的5'端的磷

序列互补的短至30 nt的DNA序列可被甲基化,

酸化必须发生, 同时反义链与目标mRNA复合物

位点是DNA序列中的胞嘧啶, 如甲基化发生于

[4]

的双螺旋必须是A型 . DNA-RNA杂合子不能

编码区, 则转录正常进行, 产生PTGS; 若发生于

诱导RNAi, 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双螺旋的结构,

启动子区则阻断转录而发生转录水平基因沉默

A型双螺旋是决定RNAi的决定因素. Cummins

(trascriptional gene silence, TGS)[14].

et al [5]基于循环二色性色谱的分析表明, DNA-

1.5 植物中的RNAi 转基因引发的基因沉默还可

R N A杂合子是介于A型双螺旋与B型双螺旋之

发生在转录阶段, 称为转录阶段基因沉默. TGS

间的一种结构. RISC的核酸部分起靶向性作用,

与PTGS不同, TGS是不传递的, 没有级联放大

蛋白质部分起降解mRNA的作用, 使得靶基因发

效应. Wassenegger et al [15]首先表明在植物中,

生转录后沉默.

RNA介导的沉默结果经常是DNA的甲基化; 同

1.4 哺乳动物细胞中的RNAi 哺乳动物RNAi与

时Mette et al [16]以拟南介和烟草为研究对象也

其他真核生物RNAi之间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哺乳

证明dsRNA是转录沉默和DNA甲基化的主要原

动物细胞中对于RNAi的长期持续存在缺少放大

因; Allshire[17]通过对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发现, 基

系统. 例如, 果蝇中, 大约35个dsRNA可使1000

因沉默也可以发生在转录水平. TGS的原因可能

个拷贝的目标mRNA沉默并且可持续存在几个

是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导致RNA合成减少; 或

[6-7]

. 而在哺乳动物细胞中, RNAi平均只存

是DNA异位配对的结果; 或是dsRNA诱导的转

在66 h, 因为siRNA经过几代细胞分裂而被稀

基因启动子灭活的结果. siRNA在细胞核内与一

世代
[4]

释 . 在苍蝇和其他低等真核生物中的放大现象

种甲基化酶相互作用, 引导同源的DNA序列甲

可归于3方面的原因: (1)是由Dicer切割dsRNA成

基化[18], 产生TGS. 除了siRNA, Llave et al [19]和

较小的siRNA的过程增加了放大的程度, 然而在

Doench et al [20]报道还存在一些其他的沉默信号,

哺乳动物细胞中, 长的起引发作用的dsRNA会

如: Micro-RNAs (miRNAs). Ahlquist[21]报道在植

激发干扰素应答, 其可激活蛋白激酶PKR[8]. 这

物体内, RNAi还可以通过PTGS的干扰物实现,

就表明, 除非siRNA转染在哺乳动物细胞中没有

如P25(一种马铃薯病毒)运动蛋白可诱导马铃薯

引起其他副作用并成功引发RNAi, 否则想通过

体内的基因沉默. 植物转录水平的沉默中包括以

对长的dsRNA的切割处理而实现放大现象将不

下几个保守的原件: Argonaute4 (ago4), Dicer样3

会发生; (2)是RdRp的存在, RdRp已在植物、蠕

(Dicer-like 3)和RNA依赖的RNA聚合酶2 (RNA

虫和真菌中发现. RdRp是扩增目标mRNA的基

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2, RDRP2)[22-24].

[9-11]

本条件, 他通过一个随机降解PCR的模式

,把

目标mRNA扩增成dsRNA. 然而, 在哺乳动物细

2 siRNA的来源

胞中还没有发现RdRp的同源物, 而且RdRp依赖

2.1 化学合成 直接通过化学方法合成两条互补

的降解PCR所需的3'羟基并不是哺乳动物RNAi

的21-23 nt RNA单链, 然后退火形成双链siRNA.

所必须的

[12-13]

. 所以基于PCR的放大效应在哺乳

这是最早应用的方法, 不过该方法成本较高.

动物细胞中不太可能发生; (3)或许是, 在靶向及

2.2 体外转录合成 通过T7 RNA聚合酶, 体外转

切割mRNA过程中, RISC的酶的转化率较高, 导

录合成两条互补的21-23 nt RNA单链, 然后退

致RNAi效率降低.

火形成双链siRNA. 该方法适用于筛选最有效的

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存在两种竞争dsRNA的

siRNA, 尤其是需要制备多个siRNA而化学合成

途径: 大于30 nt的长双链RNA可激活两种酶, 一

的成本较高时, 但该方法不适用于特定siRNA进

种为无活性蛋白激酶, 激活后使翻译起始因子

行长期研究.

eIF2a磷酸化; 另一种为无活性2', 5'-寡腺苷酸合

2.3 用RNaseⅢ消化长片段dsRNA 用体外转录的

成酶, 激活后使RNaseL激活, 两者的特点是特异

方法制备200-1000 bp的dsRNA, 然后用RNaseⅢ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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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Dicer)在体外消化, 得到各种不同的siRNA的

时, 和其他几个聚合酶Ⅲ启动子如H1, U6+1和

混合物. 该方法省时、省力, 但缺点是有可能导

U6+27比较起来对病毒产量产生高达56%的抑

致非特异性的基因沉默, 特别是与之同源或密

制. Lee et al [32]将慢病毒载体应用于HIV-1的治

切相关的基因.

疗, 研究对象为H I V-1的t a t转录因子和细胞的

2.4 利用质粒或病毒载体表达siRNA 通过转染

CCR5. 该载体可稳定表达特异性的针对HIV-1

含有R N A聚合酶Ⅱ启动子U6或H1, 及其下游

tat转录因子和细胞的共受体, CCR5的siRNA, 结

一小段特殊结构的质粒或病毒载体到宿主细

果诱导了选择性地降解他们的目标mRNA, 从

胞体内, 转录出短发夹RNA (short hairpin RNA,

而免受H I V-1感染. 通过阻断特异性病毒基因

shRNA), 有的学者在表达载体的同一启动子下

表达和应用病毒载体来稳定表达合适的siRNA

加入报告基团, 如绿色荧光蛋白基因[25], 使表达

以阻断细胞基因的表达, 该策略可使细胞免受

产物的检测更趋于简单化. 转录出的shRNA在

HIV-1的吸附而达到预防的目的. Pusch et al [33]证

胞内被Dicer酶剪切成siRNA. 该方法的优点是

明, shRNA的中部和5'端区域的突变对shRNA的
'端区域的突变对shRNA的
端区域的突变对shRNA的

细胞特异性强. 也有使用聚合酶Ⅲ的启动子的,

RNAi的效果影响最大. Boden et al [34]将编码靶

包括U6, H1和tRNA启动子, 但这些启动子的弊

向HIV-1转录激活因子蛋白-tat的siRNA合并到

端是特异性不高, 可导致非靶序列的沉默和非

人miR-30的miRNA前体骨架中, 于细胞中表达

特异性结果, 例如干扰素的应答和细胞毒性反

tat. 结果被当作miRNA前体运输的tat的siRNA

[26-27]

应

比被表达为传统的siRNA在降低HIV-1 p24抗原

.

2.5 PCR方法 利用引物延伸法进行PCR, 产生包

产生上的效率高80%, 暗示该策略能被用于增加

含一个RNA 聚合酶Ⅲ启动子U6或H1、一小段

RNAi的抗病毒潜力.

编码shRNA的DNA模板和一个RNA 聚合酶Ⅲ终

亲环素(CyPA)并不是细胞活力所需, 但他

止位点的表达框架, 然后直接转染到细胞内表

是HIV-1复制所必须的, 因此Liu et al [35]试图阻

达shRNA. 其主要缺点是很难转染到细胞中[28],

断他的合成来抑制HIV-1的复制. 他们使用了可

但一旦转染成功可建立稳定的细胞系.

干扰CyPA mRNA前体的切割反义U7小核RNA
(snRNA)和靶向CyPA mRNA的小干扰RNA (siR-

3 RNAi抗病毒的研究

NA). 结果表明, 对CyPA蛋白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由于RNAi可以特异性地抑制基因表达, 所以可

同时证明使用慢病毒载体作为转导方式可延长

用于病毒感染的治疗及预防. 目前病毒病的治

该抑制效果. Dave et al [36]以HIV-1的gp41, nef, tat

疗主要依赖于药物和干扰素, 但此两者随着时

和rev基因为靶子, 设计了针对他们的siRNA, 结

间的推移一些弊端就显露出来, 药物的长期应

果表明他们的转录产物被切割, 同时病毒的组

用产生了耐药性病毒株, 而且一种新药的开发

装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整体上抑制了病毒的产

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而干扰

生. Arrighi et al [37]利用表达shRNA的慢病毒载

素是由细胞产生的一种非特异性的反应, RNAi

体来研究未成熟的树突状细胞表达的树突状细

的出现为抗病毒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为病毒病

胞特异性细胞间黏附分子3-结合非整合素因子

的治疗带来了美好的前景.

(DC-SIGN)-DC209对于预防HIV-1的作用, 结果

3.1 防治HIV Jacque et al

[29]

针对HIV-1复制的早

表明DC-SIGN受到了明显的抑制, 而且抑制了

期和晚期, 设计针对H I V-1基因组不同区域的

HIV-1的gp120包膜糖蛋白对DC-SIGN的吸附,

siRNAs, 并转染人类细胞系、原始淋巴细胞及

进一步证明了DC-SIGN在感染性病毒从DC到T

CD4+HeLa细胞, 结果证明RNAi能够降低HIV-1

细胞转移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Leonard et al [38]建

基因组的RNA. Sijen et al [30]针对HIV-1共同受

立了一个新的随机计算模型, 在HIV基因组水平

体C X C R4设计的s i R N A可高效抑制细胞表面

上同时对多个位点进行打靶提供数量预测, 该

C X C R4蛋白的表达, 阻断H I V-1株对C X C R4-

模型要求导入系统必须是相当高效的以排除其

U87-C细胞的急性感染, 并抑制病毒复制. Boden

他未感染病毒的细胞. Anderson et al [39]用包含

et al

建立了经修饰的、来源于tRNA甲硫氨酸

CXCR4和CCR5 shRNA表达盒的双特异性XHR

(MTD)的启动子, 可靠、高效的驱动了HIV-1特

慢病毒载体转化CD34+细胞, 该细胞培养在包含

异的siRNA于细胞内表达. MTD启动子被用于

细胞因子的培养基中产生了形态上的正常转基

驱动针对HIV-1转移刺激因子蛋白tat的shRNA

因巨噬细胞. 在巨噬细胞中产生了对共受体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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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 体外攻毒试验表明对包含R5和X4的HIV-1

病毒在细胞和鸡胚中的产生. 同时发现针对病

产生了抗性. FACS分析显示, 转化的巨噬细胞具

毒核衣壳(NP)或RNA转录酶(PA)成分的siRNA

有正常的表面标志如CD14, CD4, MHCII和B7.1;

不仅使相应的mRNA的组装, 而且使病毒RNA

同时转基因巨噬细胞在LPS的刺激下, 可上调共

和他的互补链的组装失败. 这些siRNA同时很广

刺激分子; IL-1和TNF-α细胞因子对于LPS刺激

泛的抑制了其他病毒RNA, 而不是细胞RNA的

也产生正常的应答. 因此, 转基因巨噬细胞在表

组装. 这些发现揭示出新合成的NP和PA蛋白对

型和功能上是正常的. 该方法对构建慢病毒载

于流感病毒的转录和复制是必须的, 而且这些

体以用于基因治疗进行了尝试, 该载体同时针

结果为预防及治疗人流感病毒的siRNA的建立

对多个HIV-1感染的细胞分子的shRNA来抑制

打下了基础. Ge et al [46]针对流感病毒基因保守

HIV-1的复制, 同时这些载体在干细胞中的应用

区设计了siRNA用于研究对鼠流感病毒的预防

使其在HIV/AIDS的治疗上显示出广阔的前景.

及治疗作用. 应用小剂量的包含siRNA的聚阳离

3.2 治疗HBV McCaffrey et al

利用RNAi可抑制

子载体混合物的方式转染老鼠, 结果表明感染

细胞培养中以及HBV质粒转染有免疫活性和免

鼠肺中病毒的产生在病毒感染前和感染后均被

疫缺陷小鼠细胞中HBV复制中间体的产生, 有

siRNA所降低, 为人流感病毒的治疗提供了理论

效抑制培养在肝细胞内的HBV的复制. Shlomai

依据. 同时指出开发符合人使用的导入系统在

et al

针对HBV的核心抗原开放阅读框和X蛋白

预防和治疗人流感病毒方面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开放阅读框设计了两个siRNA片段, 有效地抑制

Tompkins et al [47]针对A型流感病毒核蛋白或酸

了Huh-7细胞系中HBV的复制. Uprichard et al [42]

性聚合酶高度保守区设计了siRNA, 治疗抑制了

通过重组腺病毒得到了乙肝转基因鼠, 其肝细

A型流感病毒在体内的复制. 这些siRNA的导入

胞中可表达乙肝特异性的siRNA, 而且可抑制事

明显降低了感染鼠肺中的病毒滴度而且保护了

先存在的HBV基因的表达和复制, 甚至可以达

鼠免于致死性的攻毒, 同时证明这种保护是特

到26 d内检测不到病毒的水平. 这些结果表明

异性的, 而不是由抗病毒干扰素应答所介导的.

有效的导入的siRNA应该可以沉默慢性感染的

3.5 治疗其他病毒病 Yuan et al [48]为了研究RNAi

乙肝患者体内的HBV.

是否能够保护柯萨奇病毒B3 (CVB3)的感染, 通

[40]

[41]

3.3 治疗丙肝病毒(HCV) Kapadia et al

[14]

利用

过使用针对病毒基因组不同区域的5个C V B3

RNAi技术, 对HCV进行研究, 用针对HCV的2个

特异的siRNA, 分析了RNAi对生长于HeLa细

RNAi与表达HCV的质粒共转染人的肝癌细胞

胞和鼠心肌细胞中的病毒的抑制作用. 最有效

株Huh-7细胞, 2 d后, Northern杂交检测HCV的

的是s i R N A-4, 其针对于病毒蛋白酶2A, 得到

RNA含量降低, 证明HCV特异的siRNA抑制了

了对病毒复制92%的抑制. 该RNAi的特异性可

病毒的复制. 5'非翻译区是病毒巨蛋白翻译进入
'非翻译区是病毒巨蛋白翻译进入
非翻译区是病毒巨蛋白翻译进入

持续48 h, 并且细胞活力分析实验显示90%由
实验显示90%由
验显示90%由

核糖体的位点, 而且, 5'UTR是丙肝病毒基因组
'UTR是丙肝病毒基因组
UTR是丙肝病毒基因组

s i R N A-4预处理的细胞仍然存活, 并在感染后

最保守的区域, 这使他成为siRNA的理想靶位点.

48 h未能检测到病毒的感染. 而且, 在病毒感染

Yokota et al

[43]

设计了针对HCV基因组的5'非翻
'非翻
非翻

后siRNA的应用可同样有效地抑制病毒的复制,
地抑制病毒的复制,
抑制病毒的复制,

译区的siRNA, 只用了2.5 nmol/L浓度的siRNA

暗示他的治疗潜力. 通过组合, 进一步的分析发

抑制大约80% HCV的复制. Wilson et al

针对

现, siRNA-4和其他4个候选物共同转染并不能

HCV基因组设计了双链siRNA被通过电穿孔法

提高抑制作用. siRNA作用机制的突变分析中,

倒入人的肝细胞系Huh-7, 两个siRNA非常明显

发现siRNA通过靶向病毒的正义链而发挥作用,

的降低了病毒特异的蛋白的表达, 而且RNA的

并且需要与靶区域序列有较好的匹配, 同时发

合成比未经siRNA处理的细胞下降了90%. 这些

现反义链的3'端附近的错配比5'端的错配对其功
'端附近的错配比5'端的错配对其功
端附近的错配比5'端的错配对其功
'端的错配对其功
端的错配对其功

siRNA还能够保护天然的Huh-7细胞免受HCV

能的发挥容忍性更高. Radhakrishnan et al [49]根据

复制子RNA的攻击. 合成的siRNA对细胞的处理

人多瘤病毒JCV, 设计了针对靶向人星形胶质细

后, 其效果可维持大于72 h, RNAi持续的时间可

胞中T抗原的表达和未知蛋白的siRNA, 两者的

超过3 wk, 其方法是用双顺反子表达载体稳定

联合应用导致了病毒衣壳蛋白的合成完全停止,

表达相关RNA的互补链.

暗示了siRNA高效抑制感染细胞中病毒复制的

3.4 治疗流感病毒 Ge et al

[44]

根据流感病毒基因

能力. 刘惠莉 et al [50]针对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

组保守区序列设计了siRNA, 有效的抑制流感

的Pol, M, N基因筛选到12个siRNA, Vero细胞和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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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胚的攻毒试验结果显示, 其中2个siRNA具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目前慢病毒载体在临床应用

干扰作用, 并对siRNA有剂量依赖性. Chen et al [51]

中是被看好的一种途径. 另外, 一种非编码调节

针对口蹄疫病毒的VP1基因而设计了siRNA在

RNA, 可以用于转导抗病毒的RNAi[34]; (3)siRNA

BHK-21细胞和乳鼠中研究了VP1特异的siRNA

的稳定问题. 为避免siRNA的降解, 导入病毒载

对于口蹄疫病毒复制的抑制作用, 结果表明表

体内的编码shRNA的DNA序列是一条有效的途

达s i R N A的质粒的转染对存在于B H K-21中的

径. 另外, Chiu et al [4]通过2'氟尿嘧啶和2'氟胞嘧
'氟尿嘧啶和2'氟胞嘧
氟尿嘧啶和2'氟胞嘧
'氟胞嘧
氟胞嘧

口蹄疫病毒的VP1基因产生了80%-90%的抑制

啶的应用, 明显增加了siRNA的半衰期, 并延长

作用. 而且, 用表达s i R N A的质粒瞬时转染的

了RNAi的作用. 最近Arziman et al [53]构建了网

BHK-21细胞当用100倍的50%病毒感染量的组

络平台, 可以对所要运用的dsRNA进行更优化

织毒攻毒时, 发现对口蹄疫病毒有特异性的抵

的设计和评估. 新近发现病毒的某些蛋白可抑

抗力, 而且抵抗力延长到感染后48 h. 同时, 用

制RNAi介导的抗病毒防御机制. 从植物和动物

表达siRNA的质粒进行皮肤注射时, 乳鼠对口蹄

病毒中都分离出RNAi抑制蛋白. 很多RNA病毒

疫病毒失去了易感性. Sanchez et al

针对病毒L

都编码dsRNA结合蛋白(dsRNA-binding protein,

聚合酶和Z mRNAs所设计siRNA抑制了培养细

dsRBP), 在细胞内可灭活RNAi介导的宿主防御

胞中的沙粒病毒(LCMV), 结果分析显示, 针对

机制, 这些因素都为R N A i技术的应用造成了

LCMV的以RNAi为基础的治疗效果高度依赖于

障碍.

[52]

转导效应siRNA的方法. 认为化学合成的siRNA

总之,, RNAi作为偶然发现的一种生物体的

的转导在预防病毒增殖上是无效的. 相反, 应用

自然现象,
现象,
象, 发现者本身可能并没有预料到其应

复制缺陷型重组腺病毒表达系统在细胞内产生

用前景及潜在的价值, 但随着众多的研究人员

的针对病毒L和Z基因产物的siRNA非常高效的

的加入, 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将有望使

抑制了LCMV的增殖.

人类摆脱疾病的困扰.

3.6 应用前景 RNAi从发现至今, 一直都是生物
领域内的一大热点, 这是因为RNAi本身的保守
性, 存在于各种生物中, 是机体维持自身核酸
稳定的一种机制. 目前对于基因病、病毒性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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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指南 Treatment Guideline

溃疡性结肠炎的外科治疗指南
梁毅超, 卿三华
■背景资料

本篇译文的英
文原文practice
parameters for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ulcerative colitis
由美国结直肠外
科医师协会标准
实践工作组织编
写, 并于2005年11
月发表于Disease
of the Colon ＆
Rectum. 美国结直
肠外科医师协会
为结直肠疾病外
科治疗方面的权
威组织, 不定期公
布各种结直肠疾
病的外科治疗指
南, 以指导全球结
直肠外科医师对
于相关疾病的治
疗实践. 本次公布
的《溃疡性结肠
炎的外科治疗指
南》是此疾病的
最新治疗指南, 他
以循证医学的观
点详细阐述了各
类型溃疡性结肠
炎外科治疗的指
导性意见, 其内容
涵盖了许多随机
对照研究的结果,
证据性很强, 为我
们治疗溃疡性结
肠炎提供了许多
新的观点和方法.

美国结直肠外科医师协会标准实践工作组织
(The Standard Practice Task Force,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olon and Rectal Surgeon)
梁毅超, 卿三华, 编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普通外科 广
东省广州市510515

可出现穿孔. 持续存在或加重的结肠扩张, 结肠

通讯作者��: 卿三华, 510515, 广东省广州市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
院普通外科. sanhuaq@fimmu.com
电话: 020-62787626
收稿日期: 2006-06-08 接受日期: 2006-06-21

局部炎症或是已发生穿孔的体征, 多系统器官

积气征, 加重的局限性腹膜炎和全身多脏器衰竭
是促进本病发生穿孔的因素. 局限性腹膜炎是
衰竭(MSOF)也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在一组180例
中毒型结肠炎患者中, 11例发生了MSOF, 全组
死亡率为6.7%; 死亡的12例患者中有8例出现了

0 ��
引言
此治疗指南是在Medline, PudMed以及循证医学

MSOF.

Cochrane中心数据库中进行的一次回顾性资料

理用药但病情仍无明显好转的患者应行手术

的有组织查询分析. 其中关键词包括溃疡性结

治疗. [循证医学水平Ⅲ; 推荐等级B(Class Ⅲ;

肠炎 、回肠肛管储袋式吻合 、回肠造瘘术 、

Grade B)]如果患者病情在进行药物治疗时仍不

结直肠肿物 、外科手术 、回肠直肠吻合术和

断恶化或经过最初一段稳定时期后就不再有改

一些相关的主题. 循证医学水平和推荐等级见

善, 即认为药物治疗失败. 暂时有限的证据提示

表1.

静脉用环孢霉素A在治疗重症结肠炎方面比标

经药物治疗后病情恶化和虽经48-96 h合

准的以类固醇类药物为基础的治疗更有效, 该
1 手术适应证

药已被推荐为行结肠切除术前治疗溃疡性结肠

1.1 急性结肠炎 临床证据显示, 已经穿孔或即将

炎的二线药物. 在经过最初一段改善时期后病

出现穿孔的患者应施行急诊手术. [循证医学水

情似乎进入了"平台期", 该类患者的手术需要和

平Ⅲ; 推荐等级B(Class Ⅲ; Grade B)]5%-15%的

手术时机常难判断. 大便8次/d以上或经过3 d治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发展为重症急性结肠炎. 重

疗后仍3-8次/d, 并伴C反应蛋白>45 mg/L的患

症急性结肠炎以Truelove和Witts标准作为诊断

者, 无论有无接受皮质类固醇或环孢霉素的治

基础, 定义为每天排6次以上鲜血大便, 发热(体

疗, 在同次住院中都会有85%的可能行结肠切除

温>37.5℃), 心动过速(心率>90次/min), 贫血(血

术. 此外, 持续性结肠扩张似乎成为一类亚群患

红蛋白<正常的75%), 血沉加快(ESR>30 mm/

者的特征性表现, 这些患者对药物治疗效果不

h). 而中毒型或暴发型结肠炎则分别以每天排

好且有较大风险发展为巨结肠. 延长这些患者

10次以上鲜血大便, 发热(体温>37.5℃), 心动过

的观察时限会增加耗竭生理储备的风险但并不

速(心率>90次/min), 贫血(需要输血输液), 血沉

一定会增加他们术前的发病率. 虽然关于药物

加快(ESR>30 mm/h), 影像学上结肠扩张和腹

试探性治疗的时限, 特别是关于二线药物试探

部膨隆并伴有压痛作为临床特点; 当横结肠扩

性治疗的时限尚难确定, 但一般认为药物治疗

张超过6 cm, 即诊断为中毒型巨结肠. 20%-30%

48-96 h病情无改善就手术治疗.

的中毒型结肠炎患者需要外科手术治疗. 中

1.2 难治性结肠炎 药物治疗无效的溃疡性结肠炎

毒性结肠炎患者肠穿孔有很高病死率, 无论穿

是外科手术治疗的指征. [循证医学水平Ⅲ; 推荐

孔是包裹局限还是游离, 其病死率都可达到

等级B(Class Ⅲ; Grade B)]难治性溃疡性结肠炎

27%-57%. 当穿孔与实施手术治疗的间隔时间

是最常见的外科手术指征, 药物治疗失败可由多

延长时, 病死率也就随之升高. 发生穿孔前接受

种原因造成. 临床症状即使在大剂量药物治疗下

手术治疗的中毒型结肠炎预后明显好于穿孔后

仍不能充分控制, 患者生活质量欠佳. 另一种情

才接受手术治疗. 中毒型结肠炎穿孔前没有明

况是患者对药物治疗反应良好, 但药物持续治疗

显的体征, 无结肠扩张, 没有典型腹膜炎表现也

(特别是长期皮质类固醇治疗)风险很大, 或患者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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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发前沿

循证医学水平和推荐等级

水平, 证据来源

等级, 推荐等级

Ⅰ设计良好、假阴性及假阳性率低、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研究的Meta分析(高检验效能)
Ⅱ至少一个设计良好的实验性研究; 假阴性或假阳性率高或两者均高的
随机试验(低检验效能)
Ⅲ设计良好的实验性研究, 如非随机的, 对照的, 单组的, 手术前后对
比、队列、时间或配对资料的对照序列研究
Ⅳ 设计良好的非实验性研究, 如对比和相关的描述性研究及病例研究
Ⅴ 病例报告和临床个案

A Ⅰ类研究证据或自Ⅱ,Ⅲ类或Ⅳ类多中心研究
所得出的一致的结果.
B Ⅱ,Ⅲ类或Ⅳ类研究所得出大体上一致的结
果.
C Ⅱ,Ⅲ类或Ⅳ类研究所得出的不一致的结果.
D 非系统或不很系统的经验证据.

无法耐受药物治疗的不良反应, 这类患者也应选

通过的低度不典型增生狭窄性病变, 建议以上

择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后, 患者生活质量可得到

患者行全结直肠切除. 不典型增生的病理诊断

明显改善. 儿童药物治疗不断失败是另一种难治

最好由2位独立的胃肠道病理医生来确诊. [循证

性结肠炎, 这种情况也需手术治疗. 患儿经过最

医学水平Ⅲ; 推荐等级C(Class Ⅲ; Grade C)]传

大量营养支持及药物治疗后依然无效, 也应考虑

统的肠镜病理活检观察是否有不典型增生,是

手术治疗.

鉴别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是否有癌症风险的"金

1.3 癌症的风险 长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应行内

标准". 1994年前的10个前瞻性研究显示, 有43%

镜检查. [循证医学水平Ⅲ; 推荐等级B(Class Ⅲ;

DALM患者在行结肠切除术中发现癌肿. 这些

Grade B)]长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结直肠癌

癌肿42%为重度不典型增生, 19%为轻度不典型

变风险将增加, 虽然这一点很清楚, 但他的强

增生. 最初没有不典型增生患者最后发展成重

度仍难以估计. 最近一份荟萃分析估计, 长期

度不典型增生、D A L M或癌症的风险为2.4%,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前10 a患结直肠癌的比例

非确定性不典型增生患者发展成上述病变的比

为2%, 前20 a为8%, 前30 a为18%. 虽然还没有

例为18%而低度不典型增生患者则为29%. 另一

临床证据表明结肠镜检查可提高患者的生存

回顾性研究中, 18例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和低

率, 但仍建议这些患者进行结肠镜检查. 坚持进

度不典型增生患者中有9例发展成进展期癌变,

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 可及时发现一些早期癌

在随访中他们被确定为腺癌 , 隆起型不典型增

变, 他们预后通常比较理想. 广泛性结肠炎患者

生或高度不典型增生. 另一项研究表明, 低度不

(近端镜下病变累及结肠脾曲)应在出现症状后

典型增生患者发展成为癌症或高度不典型增生

8 a行肠镜检查, 并每隔1-2 a行肠镜复查. 如为

的5 a预测值为54%. 一项研究对60例通过内镜

左半结肠炎患者(镜下病变近端在结肠脾曲, 远

检查确诊为肠道扁平黏膜低度不典型增生的患

端病变在直肠)应在出现症状后15 a行肠镜检

者进行了平均10 a的随访, 有73%的病例在随

查. 由于考虑到有形成肿瘤的可能, 所以应在病

后肠镜检查中于其他部位发现了低度不典型增

情缓解时行肠镜检查. 要达到90%的灵敏度就

生, 其中有11例(18%)退化成高度不典型增生或

必须从结肠到直肠取33块组织, 同时在大肠的4

与不典型增生相关的病变及肿物. 病理科医生

个不同区域每间隔10 cm随机取材, 特别在任何

在诊断时会出现不同偏差, 这就更影响了低度

狭窄部位或怀疑肿瘤部位取材行病理活检. 发

不典型增生的治疗. 最近一些报道建议, 腺瘤样

育不良的息肉可行息肉切除, 附近扁平状黏膜

DALM可行肠镜下切除, 特别是当附近的黏膜组

应行病理活检以排除恶变. 一些研究显示, 溃疡

织没有不典型增生病变的时候. 建议患者服用5-

性结肠炎患者合并原发性狭窄性胆管炎(P S C)

氨基水杨酸类(ASA)药物, 因为最近的研究表明,

出现结直肠肿瘤的风险较高, 这一类患者出现

规律服用5-ASA类药物可降低患结直肠癌的风

癌症或不典型增生的风险: 发病10 a后为9%,

险. 在一项病例对照研究中, 规律的5-ASA治疗

20 a后为31%, 25 a后为50%. 合并PSC的患者

以75%的比例降低癌症发病风险. 另一项研究显

结肠炎病情通常稳定, 很难准确估计发病时间,

示, 药物治疗, 特别是磺胺类药物有很强的保护

所以建议每年行一次肠镜检查.

效应, 这种保护效应并不依赖疾病活动度. 一组

肿瘤患者、非腺瘤样不典型增生或肿物

长期服用5-ASA的152例患者中, 发展为癌症的

(DALM), 高度不典型增生, 有症状或内镜不能

为5例(3%), 而在另一组16例停止药物治疗或不

www.wjgnet.com

本治疗指南系统
介绍了关于各种
类型, 各种年龄阶
段的溃疡性结肠
炎的外科治疗方
法和意见, 特别是
对于溃疡性结肠
炎外科手术的选
择问题, 本篇指南
给予了具体的阐
述, 包括手术时机
以及手术方式的
选择, 这些都是对
于溃疡性结肠炎
外科治疗尚存在
很大争议的环节,
特别是对于储袋
式手术, 不同类型
的储袋手术之间
的比较, 是外科手
术的难点所在. 同
时对于老年患者
及患儿以及对于
难治性结肠炎的
治疗策略, 都是临
床治疗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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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篇溃疡性结肠
炎的外科治疗指
南优于以往的一
般性综述文章在
于本文从循证医
学证据的角度详
细地阐述了关于
有效治疗溃疡性
结肠炎的手段与
措施. 本文较多地
引用了循证医学
证据性较强的观
点, 如随机对照研
究, 以使本指南的
意见更具客观性
与指导性. 同时本
指南也对各种治
疗或手术方式的
局限性及副反应
作了详细的描述,
这使我们从更广
阔的角度看待溃
疡性结肠炎的治
疗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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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治疗的患者中, 发展为癌症的就有5例(31%)

不育症. 最近一项对44例患者进行的研究表明,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出现狭窄, 特别是长期患

直肠切除并永久性回肠造瘘术并发症的发生率

病, 应行手术治疗. [循证医学水平Ⅲ; 推荐等级

明显低于保留性结直肠切除术(26%∶52%).

A(Class Ⅲ; Grade A)]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出现狭

全结直肠切除并回肠肛管储袋式吻合术

窄的比例为5%-10%. 虽大多数狭窄为良性病变,

是大多数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一种合适的手

但仍有25%的狭窄是恶性病变, 溃疡性结肠炎并

术方式. [循证医学水平Ⅲ; 推荐等级A(C l a s s

发癌症的患者中恶性狭窄占30%. 狭窄源自于长

Ⅲ; G r a d e A)]全结直肠切除并I PA A是溃疡性

期病变, 病变近端起于结肠脾曲或狭窄造成梗阻

结肠炎患者最常使用的择期手术方式. 此手术

症状, 这些都可能是恶性病变. 内镜下活检可发

比较安全且效果持久, 其并发症的发病率较低

现不典型增生或恶性病变.

(19%-27%), 死亡率也很低(0.2%-0.4%), 生活质

2 外科手术的选择
2.1 急诊手术 溃疡性结肠炎最佳的急诊手术方
式为全结肠或次全结肠切除并回肠末端造瘘术.
[循证医学水平Ⅲ; 推荐等级B(Class Ⅲ; Grade
B)]急性发病时, 所选择手术对于患者的康复应
最可靠, 当患者痊愈后进行重建时, 所面临的风

量接近正常水平. 并发症包括任何腹部大手术
可能发生的并发症, 如不育症或性功能受损等,
与储袋手术相关的并发症如储袋炎症.
全结直肠切除并IPAA是部分溃疡性结肠炎
合并结直肠癌患者的一种比较合适的手术方式.
[循证医学水平Ⅳ; 推荐等级C(Class Ⅳ; Grade
C)]对侵袭性结肠或上段直肠癌但没有远处转

险应最小. 结肠次全切除并回肠末端造瘘以及

移患者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发现. 一些研究发

Hartmann's手术关闭远端肠管或行造瘘术是既

现, 溃疡性结肠炎合并癌肿的患者相对结肠炎

有效又安全的方法. 这种手术方式可切除大多

而没有合并癌肿的患者, 有发生术后并发症和

数炎性肠管, 避免了分离盆腔和肠道吻合. 比起

功能障碍的可能, 其中只有小部分患者发展为

腹腔内关闭直肠残端, 将关闭的直肠乙状结肠

转移性病变. 相反, 一独立研究显示, 接近20%接

残端置于腹膜外的方法可使盆腔脓毒并发症减

受IPAA的结肠炎合并癌症的患者死于转移性病

少, 也便于进行盆腔分离. 远端肠管残端经肛引

变. 一些专家建议在行结肠切除回肠造瘘术及

流可降低盆腔脓肿的风险. 为确定病变是否为

保留性直肠切除术前, 应先行至少12 mo的追踪

溃疡性结肠炎或Crohn病, 切除的结肠标本应行

观察以确保没有复发. 转移性病变普遍被认为

病理检查, 因这两种病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对

是行IPAA的禁忌症. 对于这类患者应行结肠部

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疾病晚期为切除残留病

分切除或结肠切除合并造瘘以便患者的早期排

变并保存肠道连续性, 这种情况下行结直肠切

便, 使患者在剩余的生命时间里免受并发症的

除术并回肠肛管储袋式吻合术(P I A A)是安全

困扰; 另一类不适合行IPAA的为直肠中下段侵

可行的. 如诊断为Crohn病, 同时患者直肠有适

袭性癌肿患者. 应在术前行辅助放射治疗, 因为

当的顺应性及扩张性, 就应行回肠直肠吻合术.

术后放射治疗引起的放射性肠炎和储袋功能不

2.2 择期手术 全结直肠切除并回肠造瘘术是溃

良或储袋功能丧失的发生率较高. 溃疡性结肠

疡性结肠炎患者适当的手术选择. [循证医学水

炎合并盲肠癌的患者具有另一种表现, 病变附

平Ⅲ; 推荐等级B(Class Ⅲ; Grade B)]对比其他

近一段很长的回肠及其肠系膜要被切除, 如不

术式, 结直肠切除并回肠造瘘术是治疗溃疡性

能达到无张力吻合, 就须行回肠造瘘术.

结肠炎的标准术式. 虽然保留性结直肠切除并

全结直肠切除并IPAA对于部分溃疡性结肠

PIAA术在20年来越来越普及, 但不愿行保留性

炎的老年患者来说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手术方式.

结直肠切除术患者及对储袋手术有很大失败风

[循证医学水平Ⅲ, 推荐等级C(ClassⅢ; Grade C)]

险的患者, 如肛门括约肌受损、既往有肛周疾

许多研究显示, 在老年患者行IPAA是安全可行

病或继发性生理功能不全, 直肠切除并回肠造

的. 年龄本身并不能作为排除标准, 因要考虑患

瘘术仍是这类患者的一线手术方式. 手术存在

者存在的合并症, 以及患者的精神状态和肛门

一些并发症, 虽与吻合口相关的问题发生最多,

括约肌功能. 一些研究发现患者术后10 a大便次

如肠管脱垂, 但也可出现与盆腹腔操作相关的

数增加, 另一些研究显示, 大便次数增加可能是

并发症, 包括小肠梗阻、感染或肠瘘、持续疼

大便失禁造成的.

痛、伤口不愈、性功能受损及膀胱功能不全、

黏膜切除术和双排吻合器技术在大多数情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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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都是适用的. [循证医学水平Ⅱ, 推荐等级

大量出血或其他技术性困难、患者在手术前没

A(ClassⅡ; Grade A)]双排吻合器技术的优势在于

有服用大剂量皮质类固醇药物, 可考虑不行回

他提高了手术操作的简便性, 避免了会阴部手术,

肠造瘘术.

这种操作方式可使吻合口的张力减小, 同时也使

无需常规行回肠储袋检查以了解回肠黏

术后肠道功能得到改善, 括约肌的损伤减少到最

膜有无不典型增生[循证医学水平Ⅱ, 推荐等级

小, 同时肛管移行区以及支配此区的感觉神经末

B(ClassⅡ; Grade B)]大多数回肠储袋可观察到

梢得到了保留. 在不能使用或使用外科吻合器失

回肠表面绒毛高度降低及小囊隐窝密度增加的

败或手工吻合后吻合口张力很大的情况下, 使用

现象. 这种回肠黏膜转化成结肠黏膜的化生现

IPAA和上述两种术式达到的效果相似. 患者应取

象是回肠黏膜为适应储袋功能而进行的调整,

保留的柱状黏膜活检, 随访应在患者首次出现症

储袋的慢性炎症也可引起这种转化. 炎症在理

状后8-10 a开始, 以后每2 a进行一次活检随访.

论上可导致回肠黏膜的不典型增生及癌肿, 而

储袋式手术应根据手术者的习惯进行选择.

储袋内的这种不典型增生和癌变却很少见.

[循证医学水平Ⅱ, 推荐等级B(ClassⅡ; Grade B)]

IPAA后, 储袋炎症问题普遍. [循证医学水

虽在197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Parks创建的以3段

平Ⅱ, 推荐等级A(ClassⅡ; Grade A)]溃疡性结肠

肠袢组成的S式回肠储袋, 随后其他一些储袋

炎IPAA后最常见并发症为回肠储袋的非特异性

手术也相继出现, 包括双袢J式储袋、外侧同向

炎症, 也就是储袋炎.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在行结

蠕动的H式储袋和4段肠袢组成的W式储袋. S

肠切除术前的一些肠外表现, 特别是硬化性胆

式储袋早期出现的排泻问题与排出肠道过长有

管炎, 与储袋炎发病率升高有关. 反流性回肠炎

关(≥ 5 c m), 这通常需行储袋置管. 如果将排

或疾病程度是否与储袋炎有关, 这一点仍不清

出管道长度缩短到≤2 cm, 储袋置管将显著减

楚. 非特异性炎症的病因仍不明确, 可能是厌氧

少. H式储袋中过长的排出肠道会引起储袋扩

菌过度生长, 症状通常包括腹部绞痛、发热、

张、淤积及储袋炎. 现在主张行W式储袋手术,

盆腔疼痛和大便次数增加, 常需行内镜检查和

因为他有较大的容量. 但在J式与W式储袋手术

储袋黏膜活检进行确诊, 单靠临床症状会导致

之间进行的随机对照研究并没有证实后者在

误诊. 储袋炎的治疗主要依靠使用抗生素, 如甲

功能方面有所改善. 一项研究显示, J式储袋与

硝唑和环丙沙星, 现已成功使用抗生素以预防

W式储袋术后的每日大便中位次数相同, 在失

储袋炎并维持储袋炎的缓解状态. 对于抗生素

禁、便急、排便频率和使用抗腹泻药物方面,

耐药的患者, 使用布地奈德灌肠或其他药物治

两种储袋术式也没有差异. 一项对照研究也表

疗可能会有效. 慢性储袋炎患者应明确是否患

明, 在术后1年肠道功能方面J式储袋与W式储

有Crohn病, 难治性储袋炎在少数情况下需行回

袋相似. 与J式及W式储袋相比, S式储袋可提供

肠造瘘术及储袋切除.

额外的肠管长度(2-4 c m), 这可降低吻合时的

不适合行结直肠切除术或行此手术失败的

张力. S式储袋所用的2 c m肠管可随时间而变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可行控制性回肠造瘘术. [循

长, 同时也可出现粪性肠梗阻.

证医学水平Ⅲ, 推荐等级B(ClassⅢ; Grade B)]

一无需行转流性回肠造瘘术. [循证医学水

控制性回肠造瘘术仅限于括约肌功能不良 、

平Ⅱ, 推荐等级B(ClassⅡ; Grade B)]前瞻性及回

IPAA失败, 或行传统Brooke回肠造瘘术的患者.

顾性研究表明, 部分患者可由经验丰富的外科医

控制性回肠造瘘术重要性的降低主要是由于

生行一期结直肠切除术. 这种手术较有挑战性,

IPAA的成功开展, 控制性回肠造瘘术引起早晚

因为他可使患者早期康复, 但同时也会使吻合口

期并发症的机率较高, 近四分之一患者出现早

破裂及盆腔脓毒并发症的发生率增加, 患者因脓

期并发症, 最常见的是脓毒血症(继发于吻合口

毒并发症导致的3 a, 5 a和10 a累计储袋功能丧

瘘和吻合口组织坏死)和梗阻; 50%的患者出现

失率为20%, 31%和39%, 所以, 强调在行盆腔储

晚期并发症, 包括失禁及继发于肛瓣破裂和功

袋而非暂时性转流手术时应更为谨慎. 单排吻合

能不全的梗阻, 接近60%患者需行肛瓣修复手

器避免了关闭回肠造瘘所带来的风险, 这些风险

术, 虽肛瓣脱垂随着吻合器技术的发展已经有

包括关闭部位的吻合口瘘以及小肠梗阻. 在一般

所降低, 但储袋功能丧失的比例却没有减少. 一

情况下, 如吻合完全在无张力下进行、术中没有

项研究显示, 控制性回肠造瘘术在29 a间的累计

www.wjgnet.com

■应用要点

本指南对于溃疡
性结肠炎的外科
治疗有很大的指
导作用, 他使我们
临床一线医生更
全面地掌握溃疡
性结肠炎的内科
与外科治疗, 使结
直肠外科医师对
于不同阶段溃疡
性结肠炎患者的
外科手术方式和
时机的选择有了
更为全面的把握,
对于各种不同手
术之间利弊有了
更为全面的认识,
更好地根据循证
医学的原则对溃
疡性结肠炎的患
者进行有效的治
疗.

2134
■名词解释

1 溃疡性结肠炎:
是发生在结肠的
一类非特异性炎
症性疾病, 通常与
Crohn病共同被称
为炎症性肠病.
2 回肠储袋肛管
吻合术(IPAA): 全
结肠直肠切除后,
将末端回肠松解
折叠, 折叠部分回
肠彼此侧侧吻合
扩大肠腔, 形成储
袋后再与肛管吻
合, 使末端侧侧缝
合的回肠代替直
肠, 起到储存粪便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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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达到71%. 2次重建、IPAA失败后进行的

肠炎患者中虽不常见, 但也不能行回肠直肠吻

控制性回肠造瘘术, 其失败率(46%)比起1次重建

合术. 此手术的其他禁忌症包括结肠发育不良

术后(23%)要高. 三分之二行功能控制性回肠造

或癌肿. 对比IPAA, 全结肠切除并回肠直肠吻合

瘘术的患者, 其生活质量与行IPAA相同.

术的优势在于他操作的简单性和可预计性, 而

部分高选择性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腹腔全

缺点是残留直肠可能发生病变. 一些研究表明,

结肠切除并回肠直肠吻合术是一个可接受的手

12%-50%患者在随访6 a以上出现手术失败. 在

术方式. [循证医学水平Ⅲ, 推荐等级B(ClassⅢ;

给予患者建议和讨论其他可供选择的手术方式

Grade B)]由于行全结肠切除并回肠直肠吻合术

时, 此手术存在的剩余直肠出现癌肿的可能也

需要一段相对正常的直肠来进行吻合, 所以严

应被考虑在内, 虽然癌肿的发病率很低(在长期

重的直肠炎或直肠扩张性显著下降都是此手术

随访中为0-6%), 但行全结肠切除并回肠直肠吻

的禁忌症. 严重的肛门会阴部疾病在溃疡性结

合术的患者仍需每年行肠镜检查.
电编 李琪 编辑 潘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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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study hydrodynmics-based delivery of
human interleukin-10 (hIL-10) transferred with
Sleeping Beauty (SB) transposon system in rats.
METHODS: All the rats were injected with 20
mL Rinegers solution within 10-12 s via the tail
vein. The ra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s: Ringers control; 100 μg empty liposome DOTAP;
100 μg liposome DOTAP + 50 μg pT-hIL-10; 50
μg pT-hIL-10 + 5 μg pCMV-SB (n = 6, in each
group). The levels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were measured in each group, and the
concentrations of hIL-10 in the serum were exa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on postoperative day 1, 4, 7, 14 in transferred gene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of hIL-10 mRNA was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www.wjgnet.com

RESULTS: The levels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were as follows: 4339 ± 602, 13 516 ± 535,
6576 ± 347, 4451 ± 465; 984 ± 125, 4087 ± 600,
2117 ± 243, 1158 ± 130; 592 ± 85, 2339 ± 300, 1384
± 165, 667 ± 90 nkat/L on postoperative day 1,
4, 7 in the group of Ringers control, empty liposome DOTAP, liposome DOTAP + pT-hIL-10
and pT-hIL-10 + pCMV-SB, respectively. The
concentrations of hIL-10 in the serum were 818.3
± 24.9, 640.7 ± 20.6, 441.3 ± 25.4, 322.3 ± 15.4 and
1008.3 ± 65.8, 820.8 ± 20.9, 675.8 ± 31.6, 438.2 ±
26.0 μg/L on postoperative day 1, 4, 7, 14 in the
latter two groups,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1). In pT-hIL-10 + pCMV-SB transferred
gene group, hIL-10 mRNA expression was still
detected on postoperative day 14.
CONCLUSION: High level of hIL-10 gene can
be expressed by hydrodynmics-based delivery
in rats, and the transfection rate efficacy can be
improved with combination of SB transposon
system.
Key Words: Hydrodynmics-based delivery; Human
interleukin-10; Sleeping Beauty transposon system;
Rats
Cheng F, Wang XH, Zhao Y, Huang P. Hydrodynmicsbased delivery of human interleukin-10 gene in ra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1):2135-2138

摘要
目的: 采用尾静脉液压法注射S B转座元
(sleeping beauty transposon)系统转人类白细胞
介素10 (human interleukin-10, hIL-10)在大鼠
肝组织中的表达.
方法: 采用Ringers溶液20 mL经尾静脉10-12
s内快速注射. 实验分组: R i n g e r s 20 m L对
照组、DOTAP 100 μg空白组、DOTAP 100
μg+pT-hIL-10 50 μg转基因组、pT-hIL-10 50
μg+pCMV-SB 5 μg共注射组(每组n = 6). 尾静
脉注射后采血检测肝功能和转基因组血清中
hIL-10的表达. RT-PCR法检测转基因组术后7,
14 d肝组织中hIL-10 mRNA的表达.

■背景资料

裸质粒DNA注射
介导外源基因转
移和表达已被广
泛应用, 但存在
着转染效率差、
表达水平低等缺
点. 从小鼠尾静脉
快速注射大容量
DNA溶液, 能够
介导外源基因的
高效表达, 与常
规方法相比能够
提高100-1000倍.
Sleeping Beauty
转座元(SB)是近
年发现的哺乳动
物转座元, 可在
Sleeping Beauty
转座酶作用下将
所携带的外源基
因整合到脊椎动
物细胞染色体上,
介导外源基因长
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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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uyama et al 将
Epo表达质粒通过
尾静脉以25 mL体
积15 s速度注射
到大鼠体内(100
mL/kg体质量)得
到Epo的最大表达
水平. 由于大鼠对
频繁采血监测血
液参数更加耐受,
因此更加适合生
物医学研究. Yant
et al 将SB转座元
系统携带的人FIX
注射到小鼠体内
后, 人FIX表达框
架在5%-6%被转
染的肝细胞中发
生整合, 人FIX在
体内的77-105 ng/
mL表达量持续5
mo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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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尾静脉注射后1, 4, 7 d Ringers 20 mL
组、DOTAP组、DOTAP+pT-hIL-10组、pThIL-10+pCMV-SB共注射组ALT水平分别为:
4339±602, 13 516±535, 6576±347, 4451±
465; 984±125, 4087±600, 2117±243, 1158
±130; 592±85, 2339±300, 1384±165, 40
±663 n k a t/L. D O TA P+p T-h I L-10组、p ThIL-10+pCMV-SB共注射组术后1, 4, 7, 14 d
血清hIL-10浓度分别为: 818.3±24.9, 640.7
±20.6, 441.3±25.4, 322.3±15.4和1008.3±
65.8, 820.8±20.9, 675.8±31.6, 438.2±26.0
μg/L, 两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 <0.01). 转座元
转基因组2 wk后仍有hIL-10 mRNA表达, 高于
DOTAP转基因组.
结论: 尾静脉液压法注射转h I L-10可在大鼠
肝组织中较长时间表达, 联合SB转座元系统
转hIL-10可提高转基因的效率.
关键词: 尾静脉液压法; 人类白细胞介素10; SB转
座元; 大鼠

表 1

2006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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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移植肝术后ALT变化 (mean±SD, n = 6)

分组
Ringers对照组
DOTAP空白组

尾静脉液压法注射术后ALT的变化(nkat/L)
1d
4339±602

7d
592±85

13516±535bd 4087±600bd 2339±300bd

DOTAP转基因组 6576±347b
SB转基因组

4d
984±125

4451±465d

2117±243b 1384±165b
1158±130d

663±90d

b

P <0.01 vs Ringers组; dP <0.01 vs DOTAP转基因组.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S D大鼠由江苏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体质量200-220 g, 均在南京医科大学动物中心
无病理条件下饲养, 术前12 h禁食. hcDNA片
段插入带E F启动子的转座元表达质粒框架即
pT-hIL-10(与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基因治
疗试验室卢斌博士合作完成), 转座酶表达质粒
pCMV-SB由Dr. Zoltan Ivics[5]提供.
1.2 方法 所有实验组采用Ringers溶液20 mL经

成峰, 王学浩, 肇毅, 黄蓬. 尾静脉液压法注射转hIL-10在大鼠

尾静脉10-12 s内快速注射, 实验分组: Ringers

肝组织中的表达.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1):2135-2138

20 mL对照组(n = 6)、100 μg DOTAP空白组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135.asp

(n = 6)、100 μg DOTAP+50 μg pT-hIL-10转
基因组(n = 6)、50 μg pT-hIL-10+5 μg pCMV-

0 引言

SB共注射组(n = 6). 尾静脉注射后1, 4, 7 d采

质粒介导外源基因在体内的表达是研究基因功

血检测肝功能和转基因组1, 4, 7, 14 d检测血

能和基因治疗的主要手段. 自从Wolff et al [1]最

清中hIL-10的表达. RT-PCR法检测转基因组术

先证明骨骼肌可被DNA转染以来, 裸质粒DNA

后7, 14 d肝组织中hIL-10 mRNA的表达. 肝穿

注射介导外源基因转移和表达已被广泛应用.

刺取各组(n = 3)大鼠肝脏组织, 液氮中速冻后

质粒具有制备简便、廉价, 且安全性较高等优

转移至-70℃冰箱保存. 取100 m g组织抽提总

点, 但也存在着转染效率差、表达水平低等缺

RNA, A 260/A 280在1.8-2.0之间. hIL-10的引物上游

点. 因此如何提高裸DNA注射介导外源基因转

5'GG(GAATTC)ATGCACAGCTCAGCACTGC3'

移效率和表达水平是该研究领域的重点. Liu et al [2]
与Zhang et al

[3-4]

从小鼠尾静脉快速注射大容量

括号内为Eco RⅠ酶切位点; 下游引物为5'CC(G
GATCC)GATTTTGGAGAC3', 括号内为Bam H

DNA溶液, 能够介导外源基因的高效表达, 与常

Ⅰ酶切位点, 扩增片段为610 bp. β-actin的引物

规方法相比能够提高100-1000倍, 在肝脏中荧

上游5'CCTTCCTGTGCATGGAGTCCT3', 下游

光素酶表达水平最高, 同时在脾、肾、心、肺

引物为5'GGAGCAATGATCTTGATCTTC3', 扩

中也检测到低水平的表达. 该方法介导裸质粒

增片段为202 bp. 反应条件: 94℃预变性5 min;

转移及表达水平主要决定于注射时在体内形成

94℃变性45 s, 55℃退火1 min, 72℃延伸1 min,

的瞬时液压, 被称为尾静脉液压法或尾静脉大

共38个循环; 再72℃延伸7 min, 4℃保存.

容量快速注射法. 我们在构建转座元表达质粒
pT-hIL-10 (human interleukin-10)的基础上, 采

2 结果

用尾静脉液压法注射SB转座元(sleeping beauty

2.1 大鼠移植肝术后ALT变化(表1) Ringers对照

transposon)系统转hIL-10, 并与阳离子脂质体

组术后4 d肝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SB转座元组肝

DOTAP介导的方法相比较, 研究转导基因在大

功能与Ringers对照组之间无差异, DOTAP组术

鼠肝组织中的表达.

后1, 4, 7 d ALT水平明显高于同一时间段的SB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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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座元组和Ringers对照组(P <0.01). DOTAP基因
治疗组的肝功能损伤程度较DOTAP对照组轻,

A
1

B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 <0.01).
2.2 血清hIL-10的表达量 DOTAP+pT-hIL-10组、
pT-hIL-10+pCMV-SB共注射组术后1, 4, 7, 14 d
血清hIL-10浓度分别为: 818.3±24.9, 640.7±
20.6, 441.3±25.4, 322.3±15.4和1008.3±65.8,
820±20.9, 676±31.6, 438±26.0 μg/L. 两组之
间差异性显著(P <0.01).
2.3 肝组织中hIL-10mRNA的表达 转座元转导
hIL-10基因和DOTAP治疗组术后1 wk时均可检
测到mRNA表达, 术后2 wk转座元转导hIL-10基
因组仍可表达mRNA, 而DOTAP治疗组未能检
测到mRNA表达(图1).

图 1 RT-PCR法检测转基因组肝组织中hIL-10 mRNA表达.
A: β-actin RT-PCR; B: hIL-10 mRNA RT-PCR. 1: DNA
marker; 2: positive control; 3: negative control; 4, 5: livers of
SB-pT-IL10 treated rat after 7, 14 d; 6, 7: livers of DOTAPpT-IL10 treated rat after 14, 7 d.

者是自然产生, 或者由于注射过程造成. 注射早
期质粒DNA的摄取可能由此介导. 尾静脉液压
法介导质粒注射后外源基因在最初几天维持高
水平表达, 此后迅速下降, 30 d时降到最底水平.
为了提高此方法的应用价值, 研究者们发展了

3 讨论

许多延长外源基因表达的措施. SB转座元是近

裸质粒作为基因表达及基因治疗载体, 与病毒

年发现的哺乳动物转座元, 可在SB转座酶作用

载体相比有许多突出的优点, 如制备简易, 廉

下将所携带的外源基因整合到脊椎动物细胞染

价, 注射后无载体本身引起的免疫反应, 安全性

色体上, 介导外源基因长期表达. 他不存在病毒

高等. 但由于裸质粒体内转染效率低, 所以应用

载体的缺点(多拷贝插入, 细胞复制时才可整合,

受到了限制. 裸质粒体内转染效率的提高一直

DNA大小的严格限制, 整合到表达易被削弱的

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液压法(hydrodynamics-

位点, 外壳蛋白引起的免疫反应, 生产困难等).

based procedure, 又称尾静脉大容量快速注射法)

尽管转座元作为基因转移载体仍存在许多潜在

是近年发展起来的血管注射途径介导裸质粒高

的问题, 如转座效率, 转座引起的后果, 以及将

水平表达的又一简易注射方法. 这种尾静脉液

转座元载体有效转移到细胞核中等, 但转座元

压法不仅可用于小鼠, 也可用于大鼠. Maruyama

在基因治疗中的应用是必然的, 尤其在肝细胞

et al 将Epo表达质粒通过尾静脉以25 mL体积
[6]

生物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7-16] . Ya n t

15 s速度注射到大鼠体内(100 mL/kg体质量)得

et al [17]将转座元系统携带的人FIX注射到小鼠体

到Epo的最大表达水平. 由于大鼠对频繁采血监

内后, 人FIX表达框架在5%-6%被转染的肝细胞

测血液参数更加耐受, 因此更加适合生物医学

中发生整合, 人FIX在体内的77-105 μg/L表达量

研究. 血管注射途径介导的裸质粒转移效率及

持续5 mo以上, 这些结果为基因治疗载体设计

表达水平之高十分令人吃惊, 可与病毒载体相

提供了新的策略.

媲美, 液压法介导的DNA高效转移机制也成为

我们采用液压法选择SB转座元介导hIL-10

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Budker推测可能的机制是:

基因, 并与DOTAP包裹hIL-10质粒进行转基因

(1)细胞膜大面积破坏. 血管高压注射能介导外

比较其在大鼠肝组织中的表达. DOTAP可与带

源基因在体内许多组织中高水平表达, 但需要

负电荷的DNA高效结合, 产生稳定的转染复合

大体积快速注射, 在血管中形成压力. 这种注射

物与细胞结合, 将DNA释放入细胞内. DOTAP

过程会产生两种力量破坏细胞膜: 作用于血管

具有高效、低毒、适用细胞类型多的特点, 在

壁的总体压力和液体由血管腔流到细胞造成的

有血清和无血清的情况下均可使用. 液压法对

剪切力. 与膜破坏理论相悖的观点是, 靶器官中

各实验组肝功能损伤的结果表明, Ringers对照

只有特定的细胞表达外源基因, 如肌肉中只有

组术后4 d肝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S B转座元组

肌纤维, 肝脏中只有肝细胞表达外源基因(内皮

肝功能与Ringers对照组之间无差异, DOTAP对

细胞不表达). 所以此理论不能充分解释裸质粒

大鼠肝功能的影响也不容忽略, 本组实验中术

D N A在肝脏和肌肉的实质细胞中的定位表达.

后1, 4, 7 d ALT水平明显高于同一时间段的SB

(2)细胞膜小孔形成. 这一假说认为质粒DNA通

转座元组和Ringers对照组(P <0.01). 从而表明脂

过细胞膜上瞬间的穿孔进入细胞, 这种穿孔或

质体DOTAP对大鼠肝功能的损伤较大. 同时实

www.wjgnet.com

■应用要点

尾静脉液压法注
射SB转座元系统
转hIL-10可提高
转基因的效率, 转
导的目的基因可
较长时间高表达,
为转基因实验研
究提供了一个简
便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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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研究采用尾静
脉液压法注射SB
转座元系统转
hIL-10后, 目的基
因在大鼠肝组织
中的表达效率, 以
寻求一种有效的
裸质粒转染方法,
具有一定的实验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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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发现D O TA P基因治疗组的肝功能损伤程
度较DOTAP对照组轻, 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6

(P <0.01). 对此情况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DOTAP
对肝组织有损伤, 另一方面与转导的目的基因
hIL-10有关, IL-10是强有力的炎症抑制因子, 在
炎症的发生中起重用的作用. Higuchi et al

[18]

7

采

用液压法注射转vIL-10基因在大鼠肝组织中的
表达, 术后vIL-10的峰值为656.1 μg/L, 低于本
实验中DOTAP转hIL-10组, 从而表明DOTAP介
导大鼠体内转基因治疗可提高基因的转导效率,
但转导效率仍明显低于S B转座元组(P <0.01),

8
9

10

且维持高浓度表达h I L-10时间短, 实验中术后
1, 4, 7, 14 d hIL-10水平明显低于同一时间段的
S B转座元组(P <0.01); 对转座元转导h I L-10基

11

因检测表明术后2 wk仍可表达mRNA, 明显高
于DOTAP治疗组(P <0.01). 液压法注射脂质体
DOTAP介导的转基因治疗由于其肝功能损伤严
重, 转导后表达的目的基因持续时间较SB介导
转基因短. 尾静脉液压法注射转hIL-10可在大鼠

12

肝组织中较长时间的表达, 是一种简便、有效
的转基因方法. 尾静脉液压法注射SB转座元系

13

统转hIL-10可提高转基因的效率, 为我们进一步
研究打下基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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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on the proximal gastric motility in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FD) induced by
mechanical gastric distention.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B. Isovolumetric gastric distention was performed on all the subjects. The patients in group A
were given acupuncture with electrical stimulation
of pulse train, while those served as the controlled
group. The minimal distension pressure (MDP),
initial and maximal tolerable volume, pressure and
compliance (the ratio of volume to pressure) were
record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MDP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 A and B (P > 0.05). In group A,
the initial volume and pressure (560.9 ± 119.5
mL vs 352.0 ± 139.3 mL; 8.06 ± 2.95 mmHg vs 5.40
± 2.41 mmHg), the maximal tolerable volume
and pressure (810.7 ± 119.62 mL vs 504.1 ± 159.6
mL; 13.25 ± 2.23 mmHg vs 9.82 ± 1.9 mmHg) and
the compliance (61.2 ± 18.6 mL/mmHg vs 51.4 ±
17.8 mL/mmH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www.wjgnet.com

those in group B (P < 0.05)�.
CONCLUSION: Acupuncture can improve
proximal gastric motility and reduce visceral
sensitivity in patients with FD�.
Key Words: Functional dyspepsia; Mechanical gastric
distention; Gastric motility
Yao XM, Yao SK, Zhang RX. Effect of acupuncture
on proximal gastric motility in the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1):2139-2141

摘要
目的: 观察针刺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机械
性胃扩张近端胃动力的影响.
方法: 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60例分为针灸组
和对照组, 分别进行等容机械性胃扩张. 观察
近端胃动力参数: 最小牵张压(MDP), 初始容
积和压力, 最大耐受容积、压力和顺应性(容
积和压力的比值).
结果: 两组最小牵张压无显著性差异(5.28±
2.62 mmHg vs 4.98±1.87 mmHg, P >0.05), 针
灸组的初始压力和容积(8.06±2.95 mmHg vs
5.40±2.41 mmHg, 560.9±119.5 mL vs 352.0
±139.3 m L), 最大耐受压力和容积(13.25
± 2.23 mmHg vs 9.82±1.9 mmHg, 810.7±
119.62 mL vs 504.1±159.6 mL), 顺应性(61.2
±18.6 mL/mmHg vs 51.4±17.8 mL/mmHg)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针灸可以显著提高功能性消化不良患
者的近端胃动力, 降低内脏敏感性.
关键词: 功能性消化不良; 机械性胃扩张; 胃动力
姚筱梅, 姚树坤, 张瑞星. 针刺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近端胃动
力的影响.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1):2139-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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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是排除

■背景资料

功能性消化不良
(FD)发病率较高,
其确切发病机理
尚不明确. 现代医
学采用对症治疗,
如促动力药、抑
酸药、黏膜保护
药等, 均未取得满
意疗效, 并存在一
定副作用, 针灸治
疗功能性消化不
良具有多环节、
多靶点、疗效显
著、副作用小等
特点.

2140
■创新盘点

针刺调节的机制
研究大多是动物
实验, 有关针灸
治疗功能性消化
不良的临床报道
较多, 但有关针
灸对功能性消化
不良近端胃动力
的研究未见报道,
本实验采用电子
恒压器技术检测
功能性消化不良
患者的近端胃动
力指标, 从针刺对
近端胃动力和内
脏感觉阈值方面
探讨针刺治疗功
能性消化不良的
作用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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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质性疾病, 以上腹痛、腹胀、早饱、恶心等
关针灸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胃肠动力的报道

针灸组

较多, 但有关针灸对功能性消化不良近端胃动

初始压力 (mmHg)
初始容积 (mL)
最大压力 (mmHg)
最大容积 (mL)
顺应性 (mL/mmHg)

力的研究, 国内未见报道. 我们选取治疗胃肠疾
病的常用经验穴位足三里(ST36)、内关(PC6)和
天枢(ST25), 通过电子恒压器检测近端胃动力参

第21期

8.06±2.95a
560.9±119.5a
13.25±2.23a
810.7±119.62a
61.2±18.6a

对照组
5.40±2.41
352.0±139.3
9.82±1.9
504.1±159.6
51.4±17.8

数, 从而探讨针灸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近端
胃动力的影响, 为针灸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提

a

P <0.05 vs 对照组.

供依据.
穴留针, 但不接电针刺激(考虑胃内气囊充气扩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病例 2004-06/2005-10就诊于河北医科大学

张影响), 工作参数: 串脉冲刺激设定为刺激2 s,
停3 s(即12 cpm), 串脉冲的频率为40 Hz, 波宽
500 µs, 输出电流10 mA. 对照组不进行针刺, 直

第四医院消化内科门诊FD患者60例, 分为针刺组

接进行等容胃扩张. 方法: 先向气囊内注入气体

30例, 男14例, 女16例, 平均年龄34.0±9.7岁; 对

300 mL使气囊充分张开, 确定气囊在胃底部后,

照组30例, 男13例, 女17例, 平均年龄32.0±8.3岁,

再彻底放气, 接着向气囊内注入气体30 mL, 测

RomeⅡFD的诊断标准[1], 具有早饱、上腹胀, 可
伴有恶心, 呕吐、烧心、厌食、上腹痛、嗳气等
消化不良症状, 且至少存在12 wk以上. 所有病例
在研究开始前2 wk内经胃镜检查除外上消化道

出气囊内的压力, 即最小牵张压(需要克服腹内压
的压力, minimal distension pressure, MDP), 通过
SVS/Barostat进行等容扩张[2]: 即从0起, 每2 min
增加容积50 mL(稳定1 min后, 记录后1 min的压
力、容积和顺应性变化), 分别记录达到初始容积

器质性病变; 经B型超声、血生化等检查除外胆

(即受试者在接受胃扩张刺激时, 开始感觉到上腹

囊、胰腺、内分泌及全身性疾患; 无腹部手术史,

不适应或胀满时的容积)时和达到最大耐受容积

无妊娠及严重心肾功能不全. 自受试前1 wk开

时(即受试者在接受胃扩张刺激时, 开始感觉到上

始, 停用一切影响消化道功能的药物. 所有患者

腹疼痛或难以忍受时的容积), 气囊内相应的压力

都签署知情同意书.

和顺应性变化. 观察近端胃动力参数: 最小牵张

1.1.2 仪器 苏州医疗用品厂生产的华佗牌毫

压(MDP), 初始容积和压力值, 最大耐受容积和压

针, 长度40-50 m m, 直径0.32 m m. 脉冲发生

力值, 顺应性(容积和压力的比值).

器(Acupulser A310, World Precision Instrument,
USA), 刺激隔离器(Stimulus Isolator A385, World
Precision Instrument, USA). SVS/Barostat(Synectice
Visceral Stimulator 内脏电子刺激器)(Medtronic
synectics, Sweden), Barostat能通过电子反馈机制,
维持在设定的压力或容积水平上, 测定气囊内气
体容量或压力的相应变化.
1.2 方法 所有受试对象试验前夜至少禁食12 h.
静卧5 min后, 受试者斜靠于检查床(约成30°
近端胃动力障碍
和内脏敏感性增
高是功能性消化
不良的重要发病
机制之一, 本研究
提示针灸可以促
进近端胃动力, 降
低内脏敏感性, 对
功能性消化不良
有广泛的治疗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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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胃扩张条件下的压力、容积值和顺应性变化比
较 (mean±SD)

为主要症状的一组临床症候群, 发病率较高, 有

两组临床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 均符合

■应用要点

2006年7月28日

角), 向受试者做好解释工作, 使其放松, 用20 g/L

统计学处理 将所得资料用SPSS12.0分析软
件进行处理, 数据用mean±SD表示, 组间两两比
较用t 检验分析. P <0.05为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针灸组和对照组的最小牵张压分别是5.28±
2.62 mmHg和4.98±1.87 mmHg, 两组比较无显
著性差异(P >0.05). 针灸组的初始压力和容积,
最大耐受压力和容积, 顺应性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5, 表1).

利多卡因局部喷雾麻醉咽部. 校正Barostat, 将缚
在胃管上的聚乙烯气囊(最大容量1000 m L)内

3 讨论

气体抽尽, 并将气囊折叠好, 经受试者口腔置入

胃从解剖上分成近端胃和远端胃两部分. 近端

近端胃, 将胃管与仪器连接. 针刺组在等容胃扩

胃的舒张功能是胃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包
包

张前开始针刺, 并直到扩张结束. 针刺方法: 双

括容受性舒张功能和适应性舒张功能. 近端胃

侧足三里、内关和天枢穴, 垂直进针, 提插捻转

的舒张和远端胃的节律性收缩、胃窦幽门十二

得气后, 内关和足三里穴接电针刺激, 腹部天枢

指肠协调运动等一起影响胃排空. 国外有研究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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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40%-70%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存在近端
胃动力障碍

[3-4]

■同行��
评价

能与多种因素有关.

, 远端胃的动力检查方法已开展

了多年, 所获得的结果也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认
[5]

可 . 而近端胃动力检查因设备技术、方法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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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原因, 目前研究开展得不够广泛, 尤其是
有关针灸对近端胃动力的影响几乎没有文献.
电子恒压器是测量近端胃张力的金标准 [6] , 能

2

准确地对胃敏感性、顺应性和近端胃容受性进
行检测 [7] . 本研究通过电子恒压器进行等容机

3

械性胃扩张, 观察了针灸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
者近端胃内脏感觉阈值和顺应性等近端胃动力
指标的影响. 初始容积、初始压力、最大耐受

4

容积和最大耐受压力等指标可以反映近端胃的
感觉阈值, 本研究显示, 针刺可以显著提高功能
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初始耐受容积和压力以及最

5

大耐受容积和压力, 说明针刺可以显著提高功

6

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内脏感觉阈值, 降低内脏
敏感性. 胃的顺应性反映胃壁弹力特性, 我们发
现, 针刺组的顺应性显著高于对照组, 说明针
刺可以提高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近端胃壁的弹
性, 提高近端胃的容受性与适应性舒张功能.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病因目前尚未明了, 目
前尚无满意的治疗方法, 其发病可能与消化道运

7

8

9

动异常、内脏感觉异常、幽门螺杆菌感染、胃
酸、精神及环境等因素有关, 可能是多种因素的
综合作用[8]. Tack et al [9]的研究结果提示在功能性
消化不良的发病中, 胃排空障碍、胃敏感性增高

10

11

和近端胃容受性障碍三者各自独立地起作用, 三
者间彼此无相关关系. 所以, 单纯针对某种发病原
因的治疗并未取得满意疗效, 如西药的促胃动力
药和降低内脏敏感性的药物等[10-12], 并且长期服

12

用具有一定副作用. 针灸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
机制不明,
不明, 但长期的实践证明, 针灸治疗功能性
消化不良具有副作用小, 疗效显著等特点 [13-15],
本研究数据显示, 针灸既能显著提高功能性消
化不良患者的近端胃动力, 又可以降低内脏敏
感性, 提示针灸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机制可
机制可
可

13
14
15

电编 李琪 编辑 潘伯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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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不良
是临床常见疾病,
目前还没有理想
的治疗方法. 文献
查阅关于针刺对
功能性消化不良
患者近端胃动力
的影响的研究报
道, 具有一定创新
性. 本文的研究内
容虽然少, 但因为
是临床直接观察
并非动物实验, 因
此, 对临床治疗功
能性消化不良具
有一定参考意义.

®

wcjd@wjgnet.com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年7月28日; 14(21): 2142-2145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临床经验 CLINICAL PRACTICE

巨大胰腺假性囊肿的处理方法及时机选择
汪建初, 浦 涧, 李良波, 韦建宝, 韦忠恒, 马日海, 韦邦宁

■背景资料

临床上常常遇到
巨大胰腺假性囊
肿患者, 在期待性
处理过程中常常
破裂、出血或者
感染. 胰腺假性囊
肿的处理方法多
样, 但是对于巨大
的胰腺假性囊肿
常需采取综合性
的治疗措施, 早期
宜行干预治疗使
囊肿变小, 减少并
发症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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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surgical interventions and
timing for giant pancreatic pseudocysts.
METHODS: Twenty-nine patients with giant
pseudocys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surgical interventions, we divided
the 29 cases into three groups: internal drainage
group (n = 14), external drainage group (n = 7),
and percutaneous acupuncture drainage group
(n = 8).
RESULTS: Of the 14 cases in internal drainage
group, 1 was complicated with obstruction of
intestine and pseudocysts recurred in 4 patients.
Of the 7 cases in external drainage group, abscess of pancreas was found in 1 case; pseudocyst recurred also in 1 case; fistula of pancreas
and colon developed in 1 case; and the rest were
cured with no complications. Of the 8 cases received percutaneous acupuncture drainage under B ultrasonography, 7 were cured completely

and 1 underwent cyst-jejunum anastomosis as
the wall became thicker.
CONCLUSION: Percutaneous acupuncture
drainage under B ultrasonagraphy or computed
tomography should be used in the early stage to
make the pseudocyst mature or disappear. For
the matured giant pseudocyst mature, surgical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chosen flexibly.
Key Words: Giant pancreatic pseudocysts; Surgical
intervention; Surgical timing
Wang JC, Pu J, Li LB, Wei JB, Wei ZH, Ma RH, Wei BN.
Alternatives of timing and surgical treatments for giant
pancreatic pseudocys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1):2142-2145

摘要
目的: 探讨巨大胰腺假性囊肿的外科处理方
法及时机选择.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近10 a收治的29例巨大
胰腺假性囊肿病例; 根据外科干预方法不同,
将病例分为内引流组(n = 14), 外引流组(n = 7)
和B超定位穿刺置管引流组(n = 8).
结果: 29例巨大胰腺假性囊肿均需外科干预
治疗, 内引流组中1例并发肠梗阻, 4例囊肿复
发; 外引流病例中, 1例并发胰腺脓肿, 2例假
性囊肿复发, 1例并发胰瘘和肠瘘; B超定位置
管引流7例治愈, 1例囊肿成熟后行囊肿空肠内
引流术治愈.
结论: 对于早期巨大胰腺假性囊肿, 可先行B
超或CT定位置管引流, 使囊肿缩小或消失; 对
于晚期成熟的假性囊肿, 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
选择手术方法.
关键词: 巨大胰腺假性囊肿; 手术时机; 手术方法
汪建初, 浦涧, 李良波, 韦建宝, 韦忠恒, 马日海, 韦邦宁. 巨
大胰腺假性囊肿的处理方法及时机选择.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1):2142-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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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假性囊肿, 在B超实时引导定位下行囊肿穿刺置

胰腺假性囊肿是胰腺炎或胰腺外伤常见的并发

管, 引流管直径3 mm, 将前端10 cm长度管侧壁

症, 临床处理方式多样, 期待性的处理方法常常

剪小孔, 以防堵塞不能起到有效引流, 若囊液黏

延误治疗时机, 而且在等待过程中, 囊肿常并发

稠用生理盐水冲洗抽吸, 保持通畅. B超确定假

出血、感染、破裂等并发症, 给患者造成很大

性囊肿位置, 选择距引流部位最近, 可避开腹腔

的损失, 本文统计我院近10 a的假性囊肿病例,

内脏器和大血管为穿刺点, 并做标记, 先用PTC

将最大径超过10 cm称为巨大胰腺假性囊肿纳

穿刺针试穿, 取得囊液后, 置入导丝, 更换穿刺

入研究对象, 对此类假性囊肿在早期即可经B超

针, 扩大穿刺孔. 置入引流管(3 mm)并固定, 接

或CT定位置管外引流, 使囊肿缩小, 囊壁成熟,

引流袋. (4)囊肿胃内外一期引流术1例, 因无法

部分囊肿可治愈; 晚期囊肿可根据实际情况选

显露囊肿, 故先切开胃前壁, 经胃后壁切开囊肿,

择相应的内引流术.

处理囊内容后经胃前后壁将内径1 cm的软管一
端剪3或4个侧孔软皮管插入囊内, 将胃后壁黏

1 材料和方法

膜翻入胃腔后在腔内做两层荷包, 在胃前壁腔

1.1 材料 本组男19例, 女10例, 平均年龄31岁; 住

外做两层荷包内翻缝合, 亦造成内翻.

院1次18例, 住院2次10例, 住院3次1例, 平均住
院天数47 d, 所有病例均经B超或CT诊断, 最大

2 结果

囊肿25 cm×16 cm, 最小11 cm×10 cm, 平均

内引流组中1例术后3 mo并发肠梗阻, 行肠段切

15 cm×13 cm, 急性胰腺炎引起15例, 慢性胰腺

除. 外引流组中1例胰尾外引流患者4 m o后并

炎引起4例, 外伤引起6例, 其他原因4例. 头部囊

发胰瘘和结肠外瘘, 行结肠脾曲切除后治愈; 假

肿14例, 体部囊肿6例, 尾部囊肿7例, 2例患者同

性囊肿复发4例, 均行再次手术; 2例急性胰腺炎

时有2个囊肿.

后并发假性囊肿患者在观察期间囊肿破裂, 均

1.2 方法 (1)胃囊肿吻合内引流术4例, 囊肿均向

行急诊手术外引流, 其中1例假性囊肿再发, 后

胃小弯突出, 胃后壁构成囊肿壁的一部分, 囊肿

为预防再次破裂予以B超定位下行囊肿外引流

不向胃结肠韧带或横结肠系膜突出. 手术操作

术, 术后30 d拔除置入管, 未再复发, 另外1例术

均先切开胃前壁, 然后细针抽吸定位囊肿部位,

后2 wk并发胰腺脓肿, 后行再次手术, 再次手术

继而切开胃后壁进入囊腔, 吸尽囊液后将囊壁

后并发假性囊肿, 3 mo后行内引流术; 无死亡病

和胃后壁吻合, 吻合口直径约4 cm. 囊肿十二指

例. B超定位穿刺置管引流中7例治愈, 1例囊肿

肠吻合内引流术2例, 1例先分离胰头侧胃结肠

缩小后行囊肿空肠R o u x-e n-Y吻合内引流术

韧带, 在囊肿贴近十二指肠处最低部位先悬吊2

治愈.

针, 与十二指肠平行切开囊壁3 cm, 然后将十二
指肠纵向切开相等长度进行囊肿十二指肠吻合;

3 讨论

另外1例是位于十二指肠及胰头后的囊肿, 探查

巨大胰腺假性囊肿常难以自然吸收, 故多需要

确定囊肿部位, 后经十二指肠前壁入路切开在

外科干预治疗. 本文总结我院近10 a的巨大假性

十二指肠后壁及囊肿壁, 吻合口约2 cm. 囊肿空

囊肿病例, 处理方法多样, 均有良好的效果. 我

肠Roux-en-Y吻合内引流7例, 所有内引流患者

们认为, 假性囊肿的治疗方法随着医疗技术水

囊肿形成时间均在6 wk以上, 在囊肿低位切开

平的发展和对其疾病本身的认识加深, 治疗上

约4-5 cm的囊壁游离约40-50 cm空肠襻. 4例断

更趋于微创, 从过去的期待性治疗过渡到主动

端封闭, 在肠襻的对系膜缘切开, 与囊肿行侧壁

干预治疗. 常规外科干预时机, 囊肿形成时间需

吻合, 另3例直接予囊壁空肠断端吻合. 所有内

在6 wk以上, 囊壁厚度需大于1 cm, 囊肿大小

引流均切除部分囊壁送病理检查证实无内皮细

需超过6 c m, 或者出现了明显的并发症. 基于

胞, 且在吻合口周围放置腹腔引流管. (2)开腹外

有这样的思想指导, 许多患者需长时间等待而

引流7例, 其中2例为急性胰腺炎后假性囊肿破

得不到及时治疗, 造成了很大的身心损害, 本组

裂, 行急诊外引流术, 2例囊肿产生压迫症状, 但

有2例巨大囊肿患者在期待治疗期间破裂, 不得

囊壁尚未成熟, 3例合并感染, 均在囊内放置多

不行急诊手术, 而手术方式也仅能行外引流, 其

孔硅胶管引流, 另放置腹腔引流管. (3)B超定位

中1例在外引流后1 m o内又形成巨大囊肿, 为

外引流8例, 本组8例均为急性胰腺炎后并发的

防止囊肿再次破裂, 在多谱勒超声定位引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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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文将直径大于
10 cm的假性囊肿
归为巨大胰腺假
性囊肿, 并且提出
对于巨大胰腺假
性囊肿需早期干
预, 避免并发症如
破裂, 出血, 感染
的发生. 对于囊壁
成熟的假性囊肿
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灵活的选择外
科治疗方法.

2144
■应用要点

对于巨大胰腺假
性囊肿可早期行
经皮置管引流术,
一方面, 部分患者
可以得到治愈, 对
于不能治愈的患
者可使囊壁张力
减少, 早期成熟,
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 为后期的内引
流手术做准备. 我
们建议在处理假
性囊肿方面可以
借鉴张悍 et al 应
用生物蛋白胶的
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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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囊肿穿刺置管引流, 1 mo后每日引流量少于

待性处理原则已经不太完善, 新的治疗方法应

10 mL, 拔除引流管, 囊肿消失, 随访3 mo囊肿

根据囊肿的分类, 亦即急性或慢性假性囊肿的

未复发. 8例急性胰腺炎后早期形成的巨大囊肿,

发生、发展及其与主胰管的关系, 采用灵活的

我们均在超声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治疗, 对于

治疗方法. 对于巨大的假性囊肿, 期待性的处理

囊液黏稠的患者, 均给予生理盐水冲洗抽吸, 7

方法应慎重, 巨大假性囊肿在期待性治疗期间

例治愈, 1例穿刺置管后囊肿缩小, 8 wk囊肿成

极易破裂或者引起压迫、感染等症状. 本组有2

熟后行内引流术治愈, 均无明显并发症. 张悍

例患者观察期间囊肿破裂的前车之鉴, 对所有

et al 对16例急性胰腺炎后2-4 wk形成的假性囊

新形成的巨大假性囊肿行多普勒超声实时引导

肿, 除1例因出血改手术治疗外, 其余15例均行B

下置管引流, 目的是使囊肿变小, 减少囊壁张力

超或CT定位置管引流治愈, 最长28 d, 最短仅用

利于囊壁达到可以手术内引流的需要. 7例引流

8 d, 对8例出现胰外瘘采用生长抑素抑胰分泌

1 mo后复查B超发现囊肿消失, 拔除引流管后,

和生物蛋白胶封闭治愈; 3例出现囊内感染, 经

随访3 mo囊肿未见复发. 因此, 对于早期巨大假

冲洗、通畅引流、有效敏感抗生素应用, 感染

性囊肿, 我们可以早期影像学定位引导下穿刺

控制良好, 15例治愈, 治愈率93%, 随访10例, 随

置管引流, 使巨大囊肿变成小的囊肿, 对于不与

访率62.5%, 无复发.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用生物

主胰管相通的囊肿, 有时候可以通过此方法治

蛋白胶封闭胰瘘的治疗方法, 我们尚未找到相

愈. Nealon et al [6]研究认为胰管和囊肿相通的患

关报道, 生物蛋白胶封闭瘘口是比较新颖的方

者, 采用经皮穿刺置管引流治愈率低, 经皮穿刺

法, 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可行性及实用性. 国内

引流对于胰管正常或者胰管狭窄, 但是与囊肿

有不少关于应用无水酒精行硬化治疗 [2-3], 我们

不相通的患者治愈成功率高. 对此, 中华医学会

认为无水酒精可以导致周围组织坏死, 加重胰

外科学分会胰腺外科学组建议术前行E R C P检

腺假性囊肿对周围的侵蚀作用, 出血和瘘的并

查, 明确主胰管与囊肿关系[7]. 章爱斌 et al [8]总结

发症有增加的危险; 故我们不主张用无水酒精

37例D'Egidio Ⅰ型PPC中16例进行手术引流, 8

[1]

灌注治疗假性囊肿. Seki et al [4]曾经在门诊反复

例发生并发症或复发, 治疗成功率为50% (8/16);

抽吸一个囊肿形成时间8 wk, 但是壁厚仅2 mm

另11例行经皮穿刺引流, 治疗成功率82% (9/11).

的患者, 使囊肿缩小, 囊壁得以成熟, 后期顺利

对于晚期的巨大假性囊肿, 处理方法比较成熟,

的行了囊肿空肠Roux-en-Y吻合. 结合本组病例,

手术内引流或者外引流, 技术条件好的医院还

我们认为对于囊肿过大、壁薄、有可能在观察

可以通过内镜[9]或腹腔镜完成内引流手术. 本组

期间破裂的假性囊肿患者, 一般在囊肿出现后

行手术内引流的都是成熟囊肿, 有1例囊肿胃一

6 wk以内, 先给予影像学定位引导下穿刺置管

期内外引流术, 因为解剖囊肿困难, 直接经过胃

引流, 一方面可以使囊肿缩小减少破裂的发生

入路行内外引流术, 手术后没有明显的并发症

率, 为尽早行手术治疗提供机会, 另一方面可以

发生. 周宏滔 et al [10]进行19例一期内外引流术,

起到治疗作用. 对于行手术内引流治疗的时机

近期无死亡, 无胰瘘, 1例切口感染, 均获随访,

问题, 本组均系在囊壁成熟后行手术, 但是吴河

时间2-18 a, 均无复发. 认为本法具有易于囊肿

水 et al 比较27例胰腺炎后4-8 wk出现的假性
[5]

冲洗; 观察出血情况; 减压囊肿, 促进吻合口愈

胰腺囊肿, 行囊肿内引流术(早期手术组), 与30

合减少瘘的发生; 拔管后继续发挥内引流作用

例患者囊肿形成后, 等待24 w k再施行手术的

等优点.

(晚期手术组)进行比较两组病例, 早期手术组的

总之, 对于早期巨大胰腺假性囊肿, 我们主

术后吻合口漏发生率、平均住院时间、平均住

张先行B超或CT定位穿刺置管引流, 而对于晚期

院费用明显低于晚期手术组, 晚期手术组有5例

成熟的假性囊肿病例可采用灵活的手术方法.

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出现并发症而急诊手术(1
例囊肿内出血, 2例囊肿内感染, 2例囊肿破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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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十二届华北区消化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本刊讯 为了进一步推动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的消化学术交流与发展、帮助广大消化
专业工作者全面了解国内外消化基础和临床研究进展, 提高消化疾病诊治和研究水平. 第十二届华北地区消化
学术会议, 将于2006-10-27/29在河北省石家庄举办. 会议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内蒙医学会消化病学分
会联合主办, 河北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承办. 本次会议将就近年来国内外消化领域的研究进展、诊断和治疗
方面的新技术、新方法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大会将邀请国内著名消化病学专家作专题学术报告. 欢迎消化界
各位专家和同仁积极投稿参会, 参会者可获得国家级Ⅰ类继续教育学分.

1 征文内容
会议征集的论文内容包括: (1)消化系统疾病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的研究进展; (2)消化系统肿瘤
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以及预防的进展; (3)消化内镜的应用现状及内镜下诊断和治疗的操作表演; (4)慢性
肝病及肝癌近年来的发病情况治疗研究进展; (5)当前医源性疾病在消化疾病方面的表现与现状; (6)消化疾病
在当前临床研究中热点、难点, 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征稿要求
来稿要求是未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过的论文, 800字摘要一份, 摘要应包括: 目的、材料和方法、结果和结
论4个部分. 来稿一律使用A4纸打印、WORD格式, 并附软盘或发电子邮件至: huabeixiaohua@yahoo.com.cn.
截稿日期: 2006-08-30, 以当地邮戳为准. 请务必在信封右上角注明“华北区消化会议”字样.
会议地址: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图书馆楼三楼会议室.
联系人: 河北省医学会学术会务部(邮政编码050011) 徐辉 电话: 0311-85988457;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邮政编码050000)蒋树林 电话: 0311-87222301; 0311-87222951.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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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报道29例直
径超过10 cm的胰
腺假性囊肿的治
疗, 强调了囊肿破
裂的危险性, 对于
临床外科医生有
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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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CASE REPORT

胃恶性间质瘤合并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1例
马向涛, 余力伟, 付 静
■背景资料

血小板增多症分
原发性和继发性
两类, 原发性血小
板增多症原因不
明, 多见于成人. 继
发性血小板增多
症的原因包括: 病
毒、细菌感染、
外伤、出血、营
养缺乏、肾病、
肿瘤与遗传性疾
病等. GIST发病与
转移机制是近期
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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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值0-35 kU/L). 胸片: 双肺未见异常. 腹部B
超: 肝、胆、胰、脾及双肾未见异常. B超: 左
上腹可见18 cm×15 cm×13 cm混合回声, 自
胰尾部向左, 脾脏受压向下移位. 腹部MRI:左
上腹巨大占位, 位于肝左叶及脾胃之间, 可见包

摘要
胃恶性间质瘤患者1例, 临床表现为继发性血
小板增多症. 手术后血小板数量恢复正常, 血
小板增多症可能是反应肿瘤负荷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 血小板增多症; 胃肠道间质瘤

膜. 术前诊断为胃间质瘤, 完善术前准备后于
2005-07-18全麻下行剖腹探查术. 术中见肿瘤位
于脾胃之间, 直径约18 cm, 色暗红, 表面遍布曲
张血管, 有宽3 cm蒂连接于胃体大弯侧, 探查腹
腔内其余脏器未见异常, 术中诊断为胃间质瘤,

马向涛, 余力伟, 付静. 胃恶性间质瘤合并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1

完整切除肿瘤, 术后病理报告: 胃壁恶性间质瘤
Ⅳ级, 直径约18 cm, 质量2000 g, 伴广泛出血坏

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1):2146-2148

死及囊性变, 累及浆膜层及深肌层, 免疫组化提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146.asp

示主要向神经分化. 胃壁���������
黏��������
膜可见脐形溃疡形

0 引言

成, 黏�����������
膜及���������
黏��������
膜下未见肿瘤累及. 术后患者恢复
好, 血小板降至2 2 4×1 0 9 / L , 患者目前仍在随

血小板增多症(thrombocythemia)分原发性和继

访中.

发性两类,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原因不明, 多见
于成人, 血小板计数常在800×10 9/L-1000×10 9/L
以上且形态功能异常, 有出血倾向和栓塞症状.
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的原因很多, 如病毒、细
菌感染、外伤、出血、营养缺乏、肾病、肿瘤
与遗传性疾病等[1-3] , 我院收治1例胃恶性间质瘤
患者合并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现报告如下.

1 病例报告
女, 56岁, 因左上腹胀痛伴坠胀感8 w k , 于

2 讨论
临床上引起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的原因很多,
如病毒、细菌感染、外伤、出血、营养缺乏、
肾病、肿瘤与遗传性疾病等, 其中肿瘤导致的
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占所有病因的1/3[4-6]. 引起
血小板增多症的常见肿瘤包括: 肺癌、肾癌、
乳腺癌、卵巢癌与白血病等[7-11] , 而继发于胃肠
道间质瘤的病例国内外未见报道. 胃肠道间质
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GIST)过去曾

2005-07-13入院.患者8 wk前无诱因出现左上

被诊为平滑肌源或神经源性肿瘤. 近年来随着

腹胀痛伴坠胀感, 左侧卧位时胀痛感明显.开始

电镜和免疫组织化学等技术的应用和研究证实

持续数秒钟, 逐渐持续几分钟, 可自行缓解.患

GIST是消化道独立的一类间叶肿瘤, 可能起源

者自发病以来无烦躁易怒, 无多饮多食, 无多

于Cajal间质细胞[12-14]. 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中血

汗心悸, 无恶心呕吐, 无返酸嗳气.患者既往无

小板形态、功能与生存时间一般正常, 血小板

特殊病史.查体: 腹平软, 左上腹肋下可触及约

计数大多在400×109/L-1000×109/L[15-16]. 本例患

8 cm×6 cm大小质硬肿物, 无压痛, 与皮肤无�
黏

者诊断为胃恶性间质瘤的同时发现血小板增多

连.肝、脾肋下未触及.实验室检查: 血白细胞

症, 最高达623×10 9 /L, 手术切除肿瘤后血小板

4.2×109/L, 中性粒细胞0.553, 血红蛋白126 g/L,

计数下降至224×109/L.

血小板623×109/L, PT 12.8 s, APTT 40.6 s. 总

本例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考虑为肿瘤本身

蛋白68.3 g/L, 白蛋白41 g/L, 血电解质正常, CEA

分泌或代谢产物导致的副肿瘤综合征(paraneo-

0.45 mg/L(正常值0-3.4 mg/L), CA19-9 4.6 kU/L

plastic syndrome). 副肿瘤综合征是指由肿瘤产生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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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活性物质导致的, 与肿瘤原发灶或转移部
位无直接关系的各种症状和体征

[17-19]

. 其中肿瘤

10

导致的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与多种细胞因子的
产生有关, 包括血小板生成素(TPO)、IL-6以及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等 [ 2 0 - 2 3 ] . 血小板生成素

11

作为巨核细胞生长因子主要于肝脏合成, 肾、
骨髓与脾也可以合成TPO. 循环中TPO水平与
调节巨核细胞及血小板生成的TPO受体水平成
反比[24-25]. 当血小板减少时, TPO受体下调, TPO

12

水平升高, 促进血小板生成. 血小板富含血小

13

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14

PDGF)与血小板反应蛋白[26-27]. PDGF与血小板
反应蛋白在介导肿瘤细胞���������
黏��������
附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 并且可以通过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因子

15

(urokinase-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促进肿瘤
细胞转移[28-30] . 研究发现, 合并有血小板增多症
的肝癌患者血清中T P O水平也同步增高. 手术

16

切除病灶或给与肝动脉栓塞化疗后, 血小板与
T P O水平均下降, 血小板增多症可能是反应肿
瘤负荷的重要指标

[3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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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第二届全国学术研讨会
暨第三届全国普通外科主任论坛通知
本刊讯 第二届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学术会议将于2006-10在武汉举行.
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 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第一届学术研讨会已于2004-12在武汉成功举办, 与会
代表一千余人, 中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院士、国际肝胆胰前主席刘允怡教授、Jim Tooli教授, 国际肝胆胰协
会侯任主席Büechler教授和欧洲肝胆胰协会主席Broelsch教授等亲自到会. 会议受到国内外专家及到会代表的
一致赞赏, 并受到国际肝胆胰协会的通报好评, 会议取得巨大成功.
第二届会议将邀请国外和国内著名专家做专题讲座, 针对国际国内肝胆胰外科进展及近年来的热点、难
点问题进行讨论; 并交流诊治经验, 推广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了解国内外肝胆胰疾病诊断、治疗发展趋
势; 同时放映手术录像. 大会热烈欢迎全国各地肝胆胰领域的内科、外科、影像科各级医师以及科研人员积极
投稿和报名参加.
会议同时召开第三届全国普外科主任论坛, 因此也欢迎从事医疗卫生管理的各级医院正、副院长及正、
副主任积极投稿和报名参加.
本次会议已列入2006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参会代表均授予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学分10分.
来稿要求: 寄全文及500-800字论文摘要, 同时寄论文的软盘一份或发电子邮件. 以�件的形式发送至
chenxp@medmail.com.cn, 也可将稿件打印后寄至: 武汉市解放大道1095号,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属同济医院肝
胆胰外科研究所张志伟、黄志勇副教授(收), 邮编: 430030; 联系电话: 027-8366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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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消化杂志投稿须知

1 投稿总则

述6 000字以内, 研究快报4 000以内字, 临床经

1.1 性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 , 国际标准刊号

验1 800字以内, 病例报告800字以内.

ISSN 1009-3079, 国内统一刊号CN 14-1260/R,

2 撰稿要求

大16开, 旬刊, 每期160页, 定价24元, 全年864元,

2.1 总体标准 文稿撰写应遵照国家标准GB7713

邮发代号82-262, 由世界胃肠病学杂志社出版.

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主要报道消化基础研究、消

格式, GB6447文摘编写规则, GB7714文后参考

化临床研究、消化内科、消化内镜、消化外

文献著录规则, GB/T 3179科学技术期刊编排

科、消化肿瘤、消化介入治疗、消化病理、消

格式等要求; 同时遵照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

化预防医学、消化护理、消化医学、影像消化

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误诊误治、消化中西医结合、消化检验、消化

Editors)制定的《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

新技术应用、消化诊断指南、消化治疗指南、

(第5版)》(Uniform requirements for manuscripts

消化病诊断、消化病治疗、消化新药应用、消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s). 见: Ann Intern

化专家门诊.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被国际权威检

Med 1997; 126: 36-47.

索系统美国《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

2.2 名词术语 应标准化, 前后统一, 如原词过长

CA)、荷兰《医学文摘库/医学文摘(EMBase/

且多次出现者, 可于首次出现时写出全称加括

Excerpta Medica, EM)》和俄罗斯《文摘杂志

号内注简称, 以后直接用简称. 医学名词以全国

(Abstract Journal, AJ)》收录. 国内为中国科技论

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生理学名

文统计与分析(科技部列选为中国科技论文统

词》、《生物化学名词与生物物理学名词》、

计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4

《化学名词》、《植物学名词》、《人体解

年版内科学类的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文

剖学名词》、《细胞生物学名词》及《医学

摘、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中文科技

名词》系列为准, 药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资料目录医药卫生、解放军医学图书馆CMCC

典》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的《药名词汇》为

系统、中国医学文摘外科学分册(英文版)、中

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新药, 采用

国医学文摘内科学分册(英文版)收录. 2005年版

批准的药名; 创新性新药, 请参照我国药典委员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会的“命名原则”, 新译名词应附外文. 公认习

的总被引频次为3 353, 位居1 608种中国科技论

用缩略语可直接应用, 如ALT, AST, mAb, WBC,

文统计源期刊的第8位, 内科医学类, 28种期刊

RBC, Hb, T, P, R, BP, PU, GU, DU, ACTH, DNA,

的第2位.《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的影响因子为

LD50, HBsAg, HCV RNA, AFP, CEA, ECG, IgG,

1.769, 位居1 608种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

IgA, IgM, TCM, RIA, ELISA, PCR, CT, MRI等.

第14位, 内科医学类, 28种期刊的第2位.《世界

为减少排印错误, 外文、阿拉伯数字、标点符

华人消化杂志》的即年指标0.211, 他引总引比

号必须正确打印在A4纸上. 中医药名词英译

0.30, 地区分布数28, 基金论文比0.43, 国际论文

要遵循以下原则: (1)有对等词者, 直接采用原

比0.01.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荣获2001、2003年度

有英语词, 如中风stroke, 发热fever; (2)有对应

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

词者应根据上下文合理选用原英语词, 如八法

1.2 栏目 述评, 食管癌, 胃癌, 肝癌, 病毒性肝炎,

eight principal methods; (3)英语中没有对等词

大肠癌, 幽门螺杆菌, 基础研究, 临床研究, 焦点

或相应词者, 宜用汉语拼音, 如阴yin, 阳yang,

论坛, 文献综述, 研究快报, 临床经验, 病例报告,

阴阳学说yinyangology, 人中renzhong, 气功

会议纪要. 文稿应具科学性、先进性、可读性

qigong; 汉语拼音要以词为单位分写, 如weixibao

及实用性, 重点突出, 文字简练, 数据可靠, 写作

nizhuanwan(胃细胞逆转丸), guizhitang(桂枝汤).

规范, 表达准确. 专家述评4 000字以内, 研究原

通常应小写.

著6 000字以内, 焦点论坛4 000字以内, 文献综

2.3 外文字符 注意大小写正斜体与上下角标.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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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注射iv, 肌肉注射im, 腹腔注射ip, 皮下注

N硫酸, 改为0.5 mol/L硫酸. 长10 cm, 宽6 cm, 高

射sc, 脑室注射icv, 动脉注射ia, 口服po , 灌胃

4 cm, 应写成10 cm×6 cm×4 cm. 生化指标一

ig. s(秒)不能写成S, kg不能写成Kg, mL不能写

律采用法定计量单位表示, 例如, 血液中的总蛋

成ML, lcpm(应写为1/min)÷E%(仪器效率)÷

白、清蛋白、球蛋白、脂蛋白、血红蛋白、总

60=Bq, pH不能写PH或P , H pylori 不能写成

脂用g/L, 免疫球蛋白用mg/L; 葡萄糖、钾、尿

HP, T 1/2不能写成tl/2或T , V max不能Vmax, µ不

素、尿素氮、CO 2结合力、乳酸、磷酸、胆固

写为英文u. 需排斜体的外文字, 用斜体表示. 如

醇、胆固醇酯、三酰甘油、钠、钙、镁、非蛋

生物学中拉丁学名的属名与种名, 包括亚属、

白氮、氯化物; 胆红素、蛋白结合碘、肌酸、

亚种、变种. 如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肌酐、铁、铅、抗坏血酸、尿胆元、氨、维生

H pylori ), Ilex pubescens Hook, et Arn.var.glaber
Chang(命名者勿划横线); 常数K ; 一些统计学符
号(如样本数n , 均数mean, 标准差SD, F 检验, t
检验和概率P , 相关系数r ); 化学名中标明取代
位的元素、旋光性和构型符号(如N , O , P , S ,
d , l )如n -(normal, 正), N -(nitrogen, 氮), o -(ortho,
邻), O -(oxygen, 氧, 习惯不译), d -(dextro, 右
旋), p -(para, 对), 例如n -butyl acetate(醋酸正
丁酯), N -methylacetanilide(N-甲基乙酰苯胺),
o -cresol(邻甲酚), 3-O -methyl-adrenaline(3-O甲基肾上腺素), d -amphetamine(右旋苯丙胺),
l -dopa(左旋多巴), p -aminosalicylic acid(对氨基
水杨酸). 拉丁字及缩写in vitro , in vivo , in situ ;
Ibid, et al , po , vs ; 用外文字母代表的物理量, 如
m (质量), V (体积), F (力), p (压力), W (功), v (速度),
Q (热量), E (电场强度), S(面积), t (时间), z (酶活
性, kat), t (摄氏温度, ℃), D (吸收剂量, Gy), A (放
射性活度, Bq), ρ(密度, 体积质量, g/L), c (浓度,
mol/L), j(体积分数, mL/L), w (质量分数, mg/g),
b (质量摩尔浓度, mol/g), l (长度), b (宽度), h (高
度), d (厚度), R (半径), D (直径), T max, C max, V d, T 1/2
CI 等. 基因符号通常用小写斜体, 如ras , c-myc ;

素A、维生素E、维生素B 1 、维生素B 2 、维生

基因产物用大写正体, 如P16蛋白.

45 ppm=45×10-6; 离心的旋转频率(原称转速)用

2.4 计量单位 采用国际单位制并遵照有关国家

r/min, 超速者用g ; 药物剂量若按体质量计算, 一律

标准, GB3100-3102-93量和单位. 原来的“分

以“/kg”表示.

子量”应改为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 如 30 kD

2.5 统计学符号 (1)t 检验用小写t ; (2)F 检验用英

改为M r 30 000或30kDa(M大写斜体, r小写正体,

文大写F ; (3)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c2; (4)样本的

下角标); “原子量”应改为相对原子质量, 即

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 ; (5)自由度用希文小写u ;

A r(A大写斜体, r小写正体, 下角标); 也可采用

(6)样本数用英文小写n ; (7)概率用英文斜体大写

原子质量, 其单位是u(小写正体). 计量单位在

P . 在统计学处理中在文字叙述时平均数±标准

＋、－、±及-后列出. 如37.6±1.2℃, 45.6±24

差表示为mean±SD, 平均数±标准误为mean±

岁, 56.4±0.5 d.3.56±0.27 pg/ml应为3.56±0.27

SE. 统计学显著性用aP <0.05, bP <0.01(P >0.05

ng/ L, 131.6±0.4 mmol/L, t =28.4±0.2℃. BP

不注). 如同一表中另有一套P 值, 则cP <0.05, dP

用kPa(mmHg), RBC数用×1012/L, WBC数用×

<0.01; 第三套为eP <0.05, fP <0.01等.

109/L, WBC构成比用0.00表示, Hb用g/L. M r明确

2.6 数字用法 遵照国家标准GB/T 15835-1995

的体内物质以mmol/L, nmol/L或mmol/L表示, 不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作为汉语词素者采

明确者用g/L表示. 1 M硫酸, 改为1 mol/L硫酸, 1

用汉字数字, 如二氧化碳、十二指肠、三倍

H

12

素B6、尿酸; 氢化可的松(皮质醇)、肾上腺素、
汞、孕酮、甲状腺素、睾酮、叶酸用nmol/L; 胰
岛素、雌二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维生素B12
用pmol/L. 年龄的单位有日龄、周龄、月龄和岁.
例如, 1秒, 1 s; 2分钟, 2 min; 3小时, 3 h; 4天, 4 d;
5周, 5 wk; 6月, 6 mo; 七年, 7 a; 雌性♀, 雄性♂,
酶活性国际单位IU=16.67 nkat, 对数log, 紫外uv ,
百分比％, 升L, 尽量把1×10-3 g与5×10-7 g之类
改成1 mg与0.5 mg, hr改成h, 重量γ改成mg, 长度
m改成mm. 国际代号不用于无数字的文句中, 例
如每天不写每d, 但每天8 mg可写8 mg/d. 在一个
组合单位符号内不得有1条以上的斜线, 例如不
能写成mg/kg/d, 而应写成mg/(kg•d), 且在整篇文
章内应统一. 单位符号没有单、复数的区分, 例
如, 2 min不是2 mins, 3 h不是3 hs, 4 d不是4 ds,
8 mg不是8 mgs. 半个月, 15 d; 15克, 15 g; 10年,
10 a; 10%福尔马林, 40 g/L甲醛; 95%酒精, 950
mL/ L酒精; 5% CO2, 50 mL/L CO2; 1∶1 000肾
上腺素, 1 g/ L肾上腺素; 胃黏膜含促胃液素36.8
pg/mg, 改为胃黏膜蛋白含促胃液素36.8 ng/g;
10%葡萄糖改为560 mmol/ L或100 g/ L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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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四联球菌、五四运动、星期六等. 统计学

3 稿件格式

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 如1 000-1 500 kg, 3.5±

3.1 题名 简明确切地反映论文的特定内容, 鲜

0.5 mmol/L等. 测量的数据不能超过其测量仪

明而有特色, 阿拉伯数字不宜开头, 不用副题名,

器的精密度, 例如6 347意指6 000分之一的精

一般20个字左右, 最好不超过26个字. 避免用

密度. 任何一个数字, 只允许最后一位有误差,

“的研究”或“的观察”等非特定词.

前面的位数不应有误差. 在一组数字中的mean

3.2 作者 论文署名作者不宜过多, 一般不超过8

±SD应考虑到个体的变差, 一般以SD的1/3来

人, 主要应限于参加研究工作并能解答文章有关

定位数, 例如3 614.5±420.8 g, SD的1/3达一百

问题、能对文稿内容负责者, 对研究工作有贡献

多g, 平均数波动在百位数, 故应写成3.6±0.4

的其他人可放入致谢中. 作者署名的次序按贡献

kg, 过多的位数并无意义. 又如8.4±0.27 cm, 其

大小排列, 多作者时姓名间用逗号, 如是单名, 则

SD/3=0.09 cm, 达小数点后第2位, 故平均数也

在姓与名之间空1格(正文和参考文献中不空格).

应补到小数点后第2位. 有效位数以后的数字是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要求所有署名人写清楚自己

无效的, 应该舍. 末尾数字, 小于5则舍, 大于5则

对文章的贡献. 第一方面是直接参与, 包括: (1)酝

进, 如恰等于5, 则前一位数逢奇则进, 逢偶(包
括“0”)且5之后全为0则舍. 末尾时只可1次完
成, 不得多次完成. 例如23.48, 若不要小数点, 则
应成23, 而不应该23.48→23.5→24. 年月日采用
全数字表达法, 请按国家标准GB/T 7408-94书
写. 如1985年4月12日, 可写作1985-04-12; 1985
年4月, 写作1985-04; 从1985年4月12日23时20
分50秒起至1985年6月25日10时30分止, 写作
1985-04-12 T23:20:50/1985-06-25 T10:30:00;
从1985年4月12日起至1985年6月15日止, 写作
1985-04-12/06-16, 上午8时写作08:00, 下午4时
半写作16:30. 百分数的有效位数根据分母来
定:分母≤100, 百分数到个位; 101≤分母≤1
000, 百分数到小数点后1位; 余类推. 小数点前
后的阿拉伯数字, 每3位间空1/4阿拉伯数字距
离, 如1 486 800.475 65. 完整的阿位伯数字不
移行!
2.7 标点符号 遵照国家标准GB/T 15834-1995标
点符号用法的要求, 本刊论文中的句号都采用
黑圆点; 数字间的起止号采用“-”字线, 并列的

酿和设计实验; (2)采集数据; (3)分析/解释数据.
第二方面是文章撰写, 包括: (1)起草文章; (2)对
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 第三方面是工
作支持, 包括: (1)统计分析; (2)获取研究经费; (3)
行政、技术或材料支持; (4)指导; (5)支持性贡献.
每个人必须在第一至第三方面至少具备一条, 才
能成为文章的署名作者.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不设
置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信作者.
3.3 单位 作者后写单位的全称空1格后再写省市
及邮政编码. 格式如: 张旭晨, 梅立新, 承德医学
院病理教研室 河北省承德市 067000
3.4 第一作者简介 格式如: 张旭晨, 男, 1966-02-26
生, 河北省定县人, 汉族. 1994年北京中医药大学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消化系统疾病的病理研究.
3.5 基金资助项目 格式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目, No.30224801
3.6 通讯作者 格式如: 通讯作者: 马连生, 030001,
山西省太原市双塔西街77号, 太原消化病研治
中心. wcjd@wjgnet.com
电话: 0351-4078656
收稿日期:

传真: 0351-4086337

接受日期:

汉语词间用顿号分开, 而并列的外文词、阿拉

3.7 英文摘要

伯数字、外文缩略词及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词间

题名 文章的题名应言简意赅, 方便检索, 英文题

改用逗号分开, 参考文献中作者间一律用逗号

名以不超过10个实词为宜, 应与中文题名一致.

分开; 表示终了的标点符号, 如句号、逗号、顿

作者 署名一般不超过8人. 作者姓名汉语拼音拼

号、分号、括号及书名号的后一半, 通常不用

写法规定为: 先名, 后姓; 首字母大写, 双名之间

于一行之首; 而表示开头的标点符号, 如括号及

用半字线“-”分开, 多作者时姓名间加逗号. 格式

书名号的前一半, 不宜用于一行之末. 标点符号

如: “潘伯荣”的汉语拼写法为“Bo-Rong Pan”.

通常占一格, 如顿号、逗号、分号、句号等; 破

单位 先写作者, 后写单位的全称及省市邮

折号应占两格; 英文连字符只占一个英文字符

政编码. 例如: Xu-Chen Zhang, Li-Xin Mei,

的宽度, 不宜过长, 如5-FU. 外文字符下划一横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Chengde Medical

线表示用斜体, 两横线表示用小写, 三横线表示

College, Chengde 067000, Hebei Province, China

用大写, 波纹线表示用黑体.

基金资助项目 格式如: Supported by National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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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的关系.

通讯作者 格式如: Correspondence to: Dr. Lian-

1 材料和方法 应尽量简短, 但应让其他有经验的

Sheng Ma, Taiyua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Center

研究者能够重复该实验. 对新的方法应该详细描

for Digestive Diseases, 77 Shuangta Xijie, Taiyuan

述, 以前发表过的方法引用参考文献即可, 有关

030001, Shanxi Province, China. wcjd@wjgnet.com

文献中或试剂手册中的方法的改进仅描述改进

收稿及接受日期 格式如: Received: Accepted:

之处即可.

摘要 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书写要求

2 结果 实验结果应合理采用图表和文字表示,

与中文摘要一致. 格式如下:

在结果中应避免讨论.

Abstract

3 讨论 要简明, 应集中对所得的结果做出解释

AIM:

而不是重复叙述, 也不应是大量文献的回顾.

METHODS:

图表 图表的数量要精选. 表应有表序和表题, 并

RESULTS:

有足够具有自明性的信息, 使读者不查阅正文

CONCLUSION:

即可理解该表的内容. 表内每一栏均应有表头,

Zhang XC, Gao RF, Li BQ, Ma LS, Mei LX, Wu

表内非公知通用缩写应在表注中说明, 表格一

YZ, Liu FQ, Liao ZL. Effects of Weixibao nizhu-

律使用三线表(不用竖线), 在正文中该出现的

anwan on gastric precancerous lesions 300 cases.

地方应注出. 图应有图序、图题和图注, 以使其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 14:

容易被读者理解, 所有的图应在正文中该出现

3.8 中文摘要 必须在300字左右, 内容应包括目

的地方注出. 同一个主题内容的彩色图、黑白

的(应阐明研究的背景和设想、目的), 方法(必

图、线条图, 统一用一个注解分别叙述. 如: 图

须包括材料或对象. 应描述课题的基本设计, 双

1 萎缩性胃炎治疗前后病理变化．A: …; B: …;

盲、单盲还是开放性, 使用什么方法, 如何进行

C: …; D: …; E: …; F: …; G: …. 曲线图可按●、

分组和对照, 数据的精确程度. 研究对象选择条

○、■、□、▲、△顺序使用标准的符号. 统计

件与标准是否遵循随机化、齐同化的原则, 对

学显著性用: aP <0.05, bP <0.01(P >0.05不注). 如同

照组匹配的特征. 如研究对象是患者, 应阐明其

一表中另有一套P 值, 则cP <0.05, dP <0.01; 第3套

临床表现, 诊断标准. 如何筛选分组, 有多少例

为eP <0.05, fP <0.01. P 值后注明何种检验及其具

进行过随访, 有多少例因出现不良反应而中途

体数字, 如P <0.01, t = 4.56 vs 对照组等, 注在表

停止研究), 结果(应列出主要结果, 包括主要数

的左下方. 表内采用阿拉伯数字, 共同的计量单

据, 有什么新发现, 说明其价值和局限, 叙述要

位符号应注在表的右上方, 表内个位数、小数

真实、准确、具体, 所列数据经用何种统计学

点、±、-应上下对齐.“空白”表示无此项或

方法处理; 应给出结果的置信区间和统计学显

未测, “-”代表阴性未发现, 不能用同左、同上

著性检验的确切值; 概率写P , 后应写出相应显

等. 表图勿与正文内容重复. 表图的标目尽量用

著性检验值), 结论(全文总结, 准确无误的观点

t /min, c /(mol/L), p /kPa, V /mL, t /℃表达. 黑白图

及价值), 中文摘要格式如下:

请附黑白照片, 并考入磁盘内; 彩色图请提供冲

摘要

洗的彩色照片, 请不要提供计算机打印的照片. 彩

目的:

色图片大小7.5 cm×4.5 cm, 必须使用双面胶条黏

方法:

贴在正文内, 不能使用浆糊黏贴.

结果:

致谢 致谢后加冒号, 排在讨论后及参考文献前,

结论:

左齐.

张旭晨, 高瑞丰, 李炳庆, 马连生, 梅立新, 吴玉

4 参考文献 本刊采用“顺序编码制”的著录方

珍, 刘凤芹, 廖振林. 胃细胞逆转丸治疗胃癌前

法, 即以文中出现顺序用阿拉伯数字编号排序.

期病变300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

提倡对国内同行近年已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给

3.9 正文标题层次为 0引言; 1 材料和方法, 1.1

予充分的反映, 并在文内引用处右上角加方括

材料, 1.2 方法; 2 结果; 3 讨论; 4 参考文献. 序号

号注明角码. 文中如列作者姓名, 则需在“Pang

一律左顶格写, 后空1格写标题; 2级标题后空1

et al ”的右上角注角码号; 若正文中仅引用某文

格接正文. 正文内序号连排用(1), (2), (3).

献中的论述, 则在该论述的句末右上角注码号.

0 引言 应包括该研究的目的和该研究与其他相

如马连生[1]报告……, 潘伯荣 et al [2-5]认为……;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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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方法敏感性高[6-7]. 文献序号作正文叙述时,

投稿时, 作者可以提出要求回避的同行专家名

用与正文同号的数字并排, 如本实验方法见文

单, 也可以推荐2位非本单位的审稿人, 尤其是

献[8]. 所引参考文献必须以近2-3年核心期刊为

本刊编委会成员. 审稿过程大约需要1 mo.

准, 引用被PubMed收录的期刊文献用英文表达,

4.3 录用 来稿经本刊编辑部初审、2位同行专家

请附引用文献网上摘要打印件, 包括PMID编号

评审, 将评审后的稿件分为优先发表、可以发

(摘要的左下方). 按顺序编号装订, 并考入磁盘

表、修改后发表、修改后再审、退稿等项处理.

内. 在引用参考文献页码末尾注明PMID编号;

录用稿件作者需交纳发表费, 发表后可获得2本

无PMID编号的期刊请删除(重要文献必须保留

样刊及20套单行本(稿酬).

者, 请附首页复印件). 期刊: 序号, 作者(列出全

4.4 修改时间 来稿经同行专家审查后, 认为内容

体作者). 文题, 刊名, 年, 卷, 起页-止页, PMID编

需要修改、补充或删节时, 本刊编辑部将把原

号 ; 书籍: 序号, 作者(列出全部),书名, 卷次, 版

稿寄回给作者自行修改. 当原稿退还作者修改

次, 出版地, 出版社, 年, 起页-止页. 参考文献格

时, 作者必须于1 mo内将修改后的稿件及软盘

式如下:

寄回编辑部; 逾期寄回的, 作重新投稿处理.

1

Ma LS, Pan BR.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aca-

4.5 版权 本论文发表后作者享有非专有权, 文

demic exchange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of

责由作者自负. 作者可在本单位或本人著作集

gas-troenterology. World J Gastroenterol 1998;

中汇编出版以及用于宣讲和交流, 但应注明发

4: 1 [PMID: 11819215]

表于《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年; 卷(期): 起

马连生, 潘伯荣, 马景云. 世界胃肠病学杂志

止页码. 如有国内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复制、翻

英文版的现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1; 9:

译出版等商业活动, 须征得《世界华人消化杂

855-863

志》编辑部书面同意, 其编辑版权属本刊所有.

Lam SK. Academic investigator's perspectives

编辑部可将文章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of medical treatment for peptic ulcer. In:

《中文生物医学期刊/会议文献数据库》等媒体

Swabb EA, Azabo S, eds. Ulcer disease:

上长期发布; 作者允许该文章被美国《化学文

investigation and basis for therapy. New York:

摘》、《荷兰医学文摘库/医学文摘》、俄罗斯

Marcel Dekker, 1991: 431-450

《文摘杂志》、《中国生物学文摘》等国内外

尚克中, 陈九如. 胃肠道造影原理与诊断. 第

相关文摘与检索系统收录.

1版.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5:

4.6 投稿清单 (1)投稿函; (2)第1部分为题名及作

382-385

者, 作者及单位, 第1作者简介, 基金资助项目, 通

2

3

4

讯作者Email, 电话, 传真, 收稿日期, 接受日期;

4 投稿须知

(3)第2部分英文摘要; (4)第3部分中文摘要; (5)第

4.1 投稿信件 来稿包括所有作者签名的作者投

4部分为0引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2 方法,

稿函. 内容包括: (1)保证无重复发表或一稿多投;

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3 讨论, 致谢, 4 参考文献.

(2)是否有经济利益或其他关系造成的利益冲突;

4.7 投稿地址 在线投稿: http://www.wjgnet.com/

(3)所有作者均审读过该文并同意发表, 所有作

wcjd/ch/index.aspx. 邮局寄送(已在线提交的稿

者均符合作者条件, 所有作者均同意该文代表

件不必再寄): 请将打印的稿件一式2份(附高质

其真实研究成果, 保证文责自负; (4)列出通讯作

量的图)、存有全文(文字、图表)的磁盘和其他

者的姓名、地址、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 通

信息(全部文件的清单, 各文件的名称、格式和

讯作者应负责与其他作者联系, 修改并最终审

使用平台等)寄往: 100023, 北京市2345信箱, 世

核复核稿; (5)可建议熟悉该专业的审稿人或因

界胃肠病学杂志社.

利益冲突而不适宜审阅该稿的审稿人姓名; (6)
来稿应附有作者工作单位的推荐信, 保证无泄

世界胃肠病学杂志社

密, 如果是几个单位合作的论文, 则需要提供所

100023, 北京市2345信箱

有参与单位的推荐信; (7)愿将印刷版和电子版

郎辛庄北路58号院怡寿园1066号

出版权转让给本刊编辑部, 所有来稿均需接受

电话: 010-85381901

同行审阅.

传真: 010-85381893

4.2 审稿过程 所有来稿均经2位同行专家的严格

Email: wcjd@wjgnet.com

评审, 所有审稿人的姓名对作者通常是保密的.

http://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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