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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EDITORIAL

腹部大器官移植及移植后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
于颖彦

于颖彦,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上海消化外科研究所 上海市2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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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冈山大学医学部医学博士, 2002年美国匹兹堡大学Starzl
移植中心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消化外科病理学与器官移植病理
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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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明显改善慢性高血糖所致的全身血管性并
发症. 1960年代以来国外便开始尝试临床小肠
移植, 但多以失败告终, 移植受体的主要死亡原
因是重度排异反应、感染等手术并发症. 近年
来随着外科手术技术提高以及高效免疫抑制剂
的引入, 临床小肠移植成功率正在不断提高, 小
肠移植已被确立为不可逆性肠衰竭或短肠综

摘要
腹部大器官移植主要指肝移植、胰腺移植、
小肠移植以及多器官联合移植. 目前已成为拯
救上述器官功能衰竭的有效治疗手段. 为了
控制受体手术后对异体移植器官产生的排斥
反应, 患者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 长期服
用免疫抑制剂可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 移植后
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便是其中一种. 现就腹部
大器官移植后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的发病情
况、临床病理学特点、疾病的临床分期以及
治疗措施等进行系统论述.
关键词: 器官移植; 肝脏; 胰腺; 小肠; 移植后淋巴细
胞增生性疾病

合征的治疗手段 [1] .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器官
移植事业发展迅速, 各大移植中心移植病例逐
年递增, 由于手术技术的日趋完善与术后综合
治疗水平的提高, 器官移植受体长期生存病例
逐年增加, 一些术后不太常见的并发症逐渐显
现, 其中包括移植后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 PTLD).
P T L D的发生与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或使用免
疫抑制剂过量有关, 特别是使用抗淋巴细胞治
疗后. 患者常常先有EB病毒再活化或感染, 之后
出现B淋巴细胞的恶性转化, 发展为恶性淋巴瘤.
P T L D是导致器官移植受体晚期移植未成功的
原因之一[2]. PTLD虽然发病率不高, 但若缺乏足
够的认识致使临床处理不当却危及患者生命.

于颖彦. 腹部大器官移植及移植后淋巴细胞增生性疾病. 世界华
人消化杂志 2006;14(28):2743-2746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743.asp

1 PTLD的临床病理分类与临床分期
P T L D的发病率及发病时间依移植器官的种类
不同而有差异. 成人肝移植后PTLD的发病率在

0 引言

1%-3%不等, 儿童肝移植后发生PTLD的危险可

腹部大器官移植主要指肝移植、胰腺移植、小

能高于成人, 患儿常以扁桃体肿大为首发症状[3].

肠移植以及多器官联合移植. 肝移植是治疗终

胰腺移植后PTLD的发病率为12%[4-5], 小肠移植

末期肝病的唯一有效手段, 人类同种异体原位

后PTLD的发病率在11%-15%左右[6]. PTLD可以

肝移植自1963年起步至今历时40余载, 目前, 在

发生于异体移植物内, 也可以出现在移植物外

欧美大型器官移植中心已作为常规手术. 胰腺

或呈全身播散性. 一般而言, 移植物内PTLD发

移植起始于1966年, 但真正获得发展是在最近

病早于移植物外PTLD发病. PTLD的临床处理

10余年, 主要用于治疗胰岛素依赖型Ⅰ型糖尿

恰当与否有赖于病理诊断的精确性. 以往病理

病尤其是合并糖尿病性肾病, 偶而用于治疗Ⅱ

学上将PTLD分为两类, 即多形性弥漫性B细胞

型糖尿病或慢性胰腺炎所致的胰腺功能衰竭.

增生与多形性弥漫性B细胞淋巴瘤. 2001年, 美

手术以胰肾联合移植多见, 也可是肾移植后胰

国匹兹堡大学移植中心的Nalesnik et al [7]提出了

腺移植或胰腺单独移植. 美国目前每年进行胰

PTLD的临床病理学新分类(表1).

腺或胰肾联合移植超过1000例, 成功的胰腺移

PTLD的组组织学异质性较大, 包括良性的

植可使血糖水平恢复正常, 不需要注射胰岛素;

多克隆性淋巴细胞增生和明显的单克隆增生性

www.wjgnet.com

■背景资料

移植后淋巴细
胞增生性疾病
(PTLD) 是长期存
活器官移植患者
可以见到的一种
并发症. 随着我国
器官移植事业的
蓬勃发展, 移植后
长期生存病例逐
渐增多, PTLD开
始出现, 但国内
少见有关该病的
文献报道. 由于
PTLD的发生与长
期高剂量服用免
疫抑制剂有关, 但
器官移植患者目
前尚不能停止服
用免疫抑制剂, 因
此, PTLD便成为
移植外科与内科
医师面临的一个
棘手问题.

2744
■创新盘点

本文从发病机制,
临床病理学诊断
与分期以及临床
应对措施等多方
面对PTLD进行系
统评述, 有助于读
者对该病的全面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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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TLD的临床病理分类

英文名称

对应中文名称

Hyperplastic PTLD (early lesions)
Reactive plasmacytic hyperplasia
Infectious mononucleosis
Atypical lymphoid hyperplasia with architectural retention
Polymorphic PTLD
Lymphomatous PTLD (monomorphic PTLD)
B-cell lymphoma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Imuunoblasti, Centroblastic, Anablastic)
Burkitt/Burkitt-like lymphoma
MALToma
T-cell lymphoma
Peripheral T-cell lymphoma, unspecified
(usually large cell)
Anaplastic large cell lymphoma (T or null cell)
Hepatosplenic gamma-delta T-cell lymphoma
Other (e.g. T-NK)
Other
Plasmacytoma
Myeloma
T-cell rich/Hodgkin's disease-like large B-cell lymphoma

增生性PTLD (早期病变)
反应性浆细胞增生
感染性单核细胞增生症
保留结构的不典型淋巴细胞增生
多型性PTLD
淋巴瘤性PTLD(单型性PTLD)
B细胞淋巴瘤
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
(免疫母性、中心母性、间变性)
Burkitt/Burkitt样淋巴瘤
黏膜相关淋巴瘤
T细胞淋巴瘤
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化的
(通常为大细胞性)
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T或裸细胞)
肝脾gamma-deltaT淋巴瘤
其他(如T-NK细胞)
其他
浆细胞瘤
骨髓瘤
富于T细胞的霍奇金病样大B淋巴瘤

表 2

恶性淋巴瘤的修订Ann Arbor分期标准

分期

描述

Ⅰ
ⅠE
Ⅱ
ⅡE
Ⅲ
ⅢE
ⅢS
ⅢE+S
Ⅳ
ⅣE

单个淋巴结区受累
局限于单结外器官或部位
横膈同侧的2个或更多淋巴结区受累
局限于单结外器官或部位及所属淋巴结, 有或无横膈同侧的其他淋巴结受累
横膈两侧的多组淋巴结区受累
横膈两侧的多组淋巴结区受累伴结外器官受累
横膈两侧的多组淋巴结区受累伴脾脏受累
横膈两侧的多组淋巴结区受累, 同时伴结外器官与脾脏受累
播散性(多灶性)结外器官及其所属淋巴结受累
结外器官受累并累及远处淋巴结(非所属区域)

恶性淋巴瘤[8]. 如Ziarkiewicz-Wroblewska et al [5]报

移植后往往免疫抑制剂用量较大, 术后EB病毒

道过一例肝移植后4 mo, 因全身感染、黄疸、

感染或PTLD的发生危险性增加. 其组织学变化

肝大、贫血与血小板减少而死亡. 受体的尸体

从淋巴浆细胞样增生到明显的恶性淋巴瘤, 出

解剖发现, 该患者除检测到E B病毒感染外, 组

现时间以术后2-4 mo较为多见. EB病毒感染后

织学检查发现患者淋巴结内有大量浆细胞增生,

由于肠系膜淋巴结肿大及肠道淋巴组织增生可

故认为E B病毒感染是导致浆细胞增多的原因.

引起肠套叠[8-10].

移植肝感染EB病毒后可以表现为肝炎也可直接

P T L D的临床分期取决于发病部位与病变

表现为PTLD. EB病毒性肝炎通常发生于肝移植

扩散程度. 目前仍参照恶性淋巴瘤的临床分期

后4-6 mo, 严重的EB病毒感染或PTLD累及的肝

执行(表2)[11].

脏有时可出现大块性肝坏死. 胰腺移植后出现

■应用要点

规范的病理诊断
与临床分期是个
体化治疗的基础.
临床应当根据患
者具体病情选择
合适的临床处理
措施.

PTLD可表现为移植胰腺的弥漫性肿大, 与急性

2 PTLD的临床诊断

胰腺炎或急性排斥反应很难区分, PTLD的发生

EB病毒是一种广泛存在的疱疹病毒, 在人群B淋

时间一般在术后4-348(平均137)d. PTLD可以累

巴细胞中呈潜伏感染. 儿童感染后一般无症状,

及移植的胰腺, 也可以累及胰腺外其他组织如

或出现感染性单核细胞增生症. EB病毒感染后

肾脏、肝脏、骨髓、淋巴结和胆囊等. 病理学

机体可产生EB病毒核抗体IgG, (EBNA)并持续

可以是多克隆性B淋巴细胞增生, 也可表现为B

终生. 在感染潜伏期, 循环血中每105个B细胞可

细胞性淋巴瘤等[4]. 小肠移植或腹部多器官联合

有一个感染. 在正常人群由于体内有EB病毒特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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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LD的临床治疗措施

治疗手段

不适合该治疗的情况

降低免疫抑制剂
抗病毒治疗
化疗
放疗
外科切除
自体EB病毒特异性CTL1输注
异基因HLA配型的CTL1输注
抗-CD20单克隆抗体

有急慢性排斥反应者
对潜伏性EB病毒感染或感染的B淋巴细胞已有增殖者
毒副反应大或粒细胞减少者
已有广泛播散者
已有广泛播散或其他外科并发症者
要求快速治疗者(因制备CTL1需要时间较长)
出现移植物抗宿主疾病者
CD20-阴性肿瘤患者, 颅内 PTLD患者

→

表 3

1

: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

异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监测, 可以防止EB病毒
感染的B细胞过度增殖

[12]

. 据报道, 半数以上的
[13]

但副作用较大, 死亡率较高. 抗人单纯疱疹病毒
的抗病毒治疗方案如阿昔洛韦和更昔洛韦可

PTLD患者体内可以检测到EB病毒感染 , 还有

用于EB病毒的治疗, 但疗效尚无法肯定. 最近,

报道称, 几乎所有的移植早期恶性淋巴瘤均可

一种针对C D20阳性的B淋巴细胞鼠/人嵌合型

以检测到EB病毒[14], 但目前国际上通用的PTLD

mAb-CD20(美罗华, rituximab)已用于临床, 有些

临床病理分类标准中并未将E B病毒感染作为

移植中心已将抗CD-20作为一线药物治疗PTLD.

[7]

PTLD诊断的必备指标 . 因此, 只要组织形态学

有报道应用美罗华mAb, 剂量为每周静脉给药

符合, 不论EB病毒阳性与否均可以作出PTLD的

375 mg/m2, 连续4 wk, 同时降低免疫抑制剂用

诊断. 但不可否认, 如果检测到EB病毒感染可为

量, 可获得明显疗效. 有些患者淋巴结明显缩

确立PTLD的诊断增加佐证. 目前, 国外多采用

小, 血清EB病毒抗体滴度下降[9-10]. 美罗华mAb

原位杂交的方法在病变组织内检测E B病毒编

对P T L D的总体疗效仍然需要不断积累病例进

码的RNA(EBER). 而临床上对患者循环血进行

行评估. 但对于其他治疗失败或肿瘤细胞CD20

. 另外, 也

阴性患者仍考虑联合化疗[14](表3)[12]. 目前, 由于

可以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EB病毒特异性

PTLD发病率不高, 其病变组织形态学异质性较

核抗原基因编码的核抗原(有6种, 从EBNA1到

大, 国内外对其诊断与治疗均缺乏足够的经验,

EBNA6)或潜伏性膜蛋白(LMP1), 但该法不如

故P T L D的诊断与治疗无论是对移植病理学工

原位杂法敏感, 在mRNA阳性病例中仅有一半

作者还是临床一线医师均是很大的挑战.

EBV-DNA定量检测也有助于诊断

病例可以检测到EB病毒抗原

[13]

[15]

. 典型的EB病毒

阳性表现为在C D20阳性的B淋巴细胞中有E B
病毒编码RNA或核抗原表达. 此外, PTLD患者
的CD4阳性T细胞与CD8阳性T细胞的比值出现
倒置

[13-14]

.

3 PTLD的治疗
目前为止, 针对PTLD尚无标准治疗方案. 其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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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对幽门螺杆菌的体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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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aspirin
and celecoxib on the growth, virulence factors
and outer membrane protein of H pylori.
METHODS: Two standard strains of H pylori
were treated with a series concentration of aspirin or celecoxib (a specific inhibitor of cyclooxygenase 2) and were incubated in brucella broth
under microaerobic condition for 24 and 48 h.
The growth and urease activity were assessed by
viable colony counting and spectrophotometry.
After 48-hour treatment, the supernatants were
incubated with Hela cells to estimate vacuolating cytotoxin activity. The outer membrane protein of H pylori was analyzed by SDS-PAGE�.
RESULTS: Aspirin or celecoxib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H pylori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with the lowest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of 0.5
or 0.01 mmol/L, and the lethal concentrations of
2.0 and 0.04 mmol/L, respectively. Aspirin and
celecoxib inhibited the urease activity and vacuolating cytotoxin activity of H pylori. The inhibi-

www.wjgnet.com

tory effect of celecoxib on H pylori was superior
to that of aspirin. Both aspirin and celecoxib had
some effects on the expression of the outer membrane protein.
CONCLUSION: Aspirin or celecoxib can inhibit
the growth, urease activity and vacuolating cytotoxin activity of H pylori in vitro significantly.
Both aspirin and celecoxib may have some effects on the outer membrane protein expression
of H pylori.
Key Words: Helicobacter pylori ;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 Aspirin; Celecoxib
Ma HX, Wang WH, Hu FL, Li J. Effect of aspirin and
celecoxib on Helicobacter pylori in vitro.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8):2747-2752

摘要
目的: 探讨阿斯匹林和选择性COX-2抑制剂塞
莱昔布对体外培养的幽门螺杆菌(H pylori )生
长、毒力因子及外膜蛋白的影响.
方法: 不同浓度的阿司匹林及塞莱昔布与
H pylori 共同培养, 以活菌计数、分光光度计
法检测H pylori 的生长状态, 分光光度计检测
A 560nm值判断尿素酶活性, Hela细胞空泡变性
实验和中性红吸收试验检测空泡毒素的活性,
以SDS-PAGE电泳检测H pylori 外膜蛋白的
变化.
结果: 阿司匹林及塞莱昔布可以抑制H pylori
的生长, 此过程为剂量依赖性效应. 阿司匹
林0.5 mmol/L及塞莱昔布0.01 mmol/L时与
DMSO对照相比H pylori 24 h和48 h的菌落计
数开始降低, 随着两药剂量的加大菌落计数降
低得更加明显, 阿司匹林2.0 mmol/L和塞莱昔
布0.04 mmol/L时H pylori 被完全杀灭. 阿司匹
林及塞莱昔布可剂量依赖性的抑制H pylori 的
尿素酶活性及空泡毒素的活性. 在对H pylori
外膜蛋白的研究中发现, N S A I D s可能对H
pylori 的某种外膜蛋白表达有影响.
结论: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可抑制H pylori 的

■背景资料

幽 门 螺 杆 菌
(H p y l o r i ) 和 非
甾体类消炎药
(NSAIDs)被认为
是导致胃黏膜损
伤及溃疡形成的
两个主要因素,
H pylori 感染和
NSAIDs同时存在
时, 胃黏膜的损
伤并不是两种损
害因素的简单相
加. NSAIDs和H
pylori 之间可能存
在某种相互作用,
从而干扰对方在
胃肠道的致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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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H pylori 感染在世
界范围内广泛存
在, 而NSAIDs是
世界范围内应用
最广泛的药物之
一, 二者同时存在
而致病的情形并
不少见. 对二者共
同致病及二者间
相互作用的研究
引起人们的重视.
近年研究发现,
NSAIDs可以提高
H pylori 对一些常
用抗生素的敏感
性, 其具体作用机
制 及 在 临 床 上H
pylori 根除治疗中
的作用还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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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毒力因子的活性, 并可能改变H pylori
外膜蛋白的表达.
关键词: 幽门螺杆菌; 非甾体类消炎药; 阿司匹林;
塞莱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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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两株毒素阳性的H pylori 标准菌株: H
pylori NCTC11637来自英国伦敦国家标准培养
物收藏中心(National Collection of Type Culture),
由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实验室保存. H pylori

马慧霞, 王蔚虹, 胡伏莲, 李江.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对幽门螺杆

26695由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研究所

菌的体外影响.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8):2747-2752

惠赠. Hela细胞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试验中心提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747.asp

供. 阿司匹林购自美国Sigma公司, 塞莱昔布由
北京医药研究开发中心惠赠, 二者分别溶于二

0 引言

甲基亚砜(DMSO)中备用.

幽门螺杆菌(H pylori )和非甾体类消炎药(non-

1.2 方法

steroidal anti-inﬂammatory drugs, NSAIDs)被认为

1.2.1 H pylori 液体培养体系的建立及相关指标

是导致胃黏膜损伤及溃疡形成的两个主要因素,

的检测 收集新鲜培养的H pylori NCTC11637

两者同时存在而致病的情形并不少见. H pylori

或26695于100 mL/L的胎牛血清/布氏肉汤培养

和NSAIDs作为两个独立的致病因素, 在多数情

液中, 调整菌液浓度(1×10 7-1×10 8)C F U/m L.

况下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胃黏膜损害作用, 而在

20 mL菌液加入灭菌10 cm的培养皿中, 分别加

某些情况下的作用却是相反或拮抗的. NSAIDs

入阿司匹林或塞莱昔布药液100 μL, 药物的终

抑制胃黏膜环氧化物酶(COX)的表达和前列腺

浓度为: 阿司匹林0.5, 1.0, 1.5及2.0 mmol/L, 塞

素(PG)合成, 而H pylori 感染则可以上调COX-2

莱昔布0.01, 0.02, 0.03及0.04 mmol/L, 对照组加

. Huang et al 荟

入100 μL DMSO. 培养皿置微需氧条件下, 空气

萃分析研究显示, H pylori 感染和NSAIDs均可以

摇床60 r/min, 37℃培养48 h后, 6000 r/min, 4℃

增加消化性溃疡和出血的发生, 二者同时存在

离心. 上清以超滤离心管(30 k)浓缩20倍, 浓缩上

时发生消化性溃疡和溃疡出血的风险进一步增

清0.22 μm滤膜过滤后备用, 保留细菌沉淀. 于培

加, 提示二者有协同作用. 然而有临床研究观察

养0, 24, 48 h分别取菌液2 mL. 1 mL菌液用于分

了NSAIDs服用者6 wk内胃肠道症状的发生率,

光光度计测量A 600nm值. 100 μL菌液加入1 mL尿

[1-3]

mRNA的表达, 增加PG合成

[4]

结果显示, H pylori 阳性者与阴性者相比无显著
性差异[5]. 因此, H pylori 感染和NSAIDs同时存

素酶试剂20 min后, 分光光度计测A 560nm值, 未加
入菌液的尿素酶试剂作为空白对照. 计算每数

在时, 胃黏膜的损伤并不是两种损害因素的简

量级活菌的尿素酶活性, 以评价药物对H pylori

单相加. 我们推测在NSAIDs和H pylori 之间可

尿素酶的抑制作用与其对H pylori 生长抑制作用

能存在某种相互作用, 从而干扰对方在胃肠道

的关系, 即A 560nm值/Log10(活菌计数). 剩余菌液

的致病性. 有研究发现, NSAIDs甚至可以提高H

用培养液分别10倍比稀释, 稀释后的菌液各取

pylori 对几种常用的抗生素如甲硝唑、克拉霉素

100 μL接种于哥伦比亚琼脂平板培养基上, 于

等的敏感性 [6-7]. 而革兰氏阴性细菌的外膜蛋白

37℃, 微需氧环境下培养3 d后, 选择菌落数量在

可能与细菌抗生素的敏感性密切相关 [8-9]. 因此

30-300范围内的培养皿行菌落计数.

我们推测, NSAIDs可能通过影响H pylori 的某些

1.2.2 空泡变性实验 [10-11] 取对数生长期的Hela

外膜蛋白的表达, 使得H pylori 的细胞膜对某些

细胞4×10 5/孔接种于96孔细胞培养板中, 培养

抗生素的通透性增加, 从而提高H pylori 对这些

24 h. 加入不同稀释倍数的H pylori 浓缩上清, 共

抗生素的敏感性. 我们探讨了临床上广泛应用

同孵育12 h, 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形成空泡的情

的阿司匹林和倍受人们关注的选择性COX-2抑

况. 每孔计数100个细胞, 超过50%细胞形成空泡

制剂塞莱昔布在体外培养条件下, 对H pylori 生

为空泡毒素活性阳性.

长、尿素酶活性及空泡毒素活性的影响, 为进

1.2.3 中性红吸收实验[12] Hela细胞与H pylori 浓

一步解释H pylori 和NSAIDs共同存在时对胃黏

缩上清液共同孵育后, 加入0.5 g/L中性红/生理

膜的致病性提供依据. 通过SDS-PAGE电泳方法

盐水液, 室温下放置5 min. 以2 g/L牛血清白蛋

研究NSAIDs对H pylori 外膜蛋白的影响, 初步探

白/生理盐水液轻洗3次, 加入盐酸酒精液裂解细

讨NSAIDs提高H pylori 对抗生素敏感性的作用

胞. 酶标仪上测定A 540nm值. 以未接种H pylori 的

机制.

空白培养上清作为阴性对照, 每种浓缩上清作3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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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对每数量级活菌尿素酶的活性的影响(n = 4).

药物对H pylori 活菌菌落计数的影响(n = 4).

生长抑制作用的关系, 计算每数量级活菌的尿
孔, 取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1.2.4 外膜蛋白分析[13] 收集培养48 h的H pylori ,

素酶活性. 阿司匹林0.5 mmol/L与DMSO对照
组每数量级活菌尿素酶的活性相比差异无统

悬于20 mmol/L pH 7.5的Tris液中, 超声破菌至镜

计学意义, 塞莱昔布0.01 mmol/L与DMSO对照

下细颗粒状, 6000 r/min, 4℃离心, 保留上清. 离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阿司匹林剂量大于

心40 000 g , 4℃, 30 min, 保留沉淀. 重悬于20 g/L

1.0 mmol/L时和塞莱昔布剂量大于0.02 mmol/L

十二烷基肌氨酸钠(SLS)/20 mmol/L pH 7.5的

时, H p y l o r i 每数量级活菌尿素酶的活性与

Tris液中, 室温孵育30 min. 再以40 000 g , 4℃,

DMSO对照组相比有降低,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0 m i n离心, 保留沉淀即为外膜蛋白. 测定蛋

(P 均<0.05). 且阿斯匹林组随着药物剂量的增大

白浓度. 取各组外膜蛋白10 μg, 100 g/L的SDS-

每数量级活菌尿素酶活性的下降更为明显(图2).

PAGE凝胶电泳, 调整电压120 伏(8伏/cm)直至溴

2.3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对H pylori 毒素活性的

酚兰到达分离胶底部时停止电泳, 凝胶以考马

影响 空泡变性实验结果显示, DMSO对照组浓缩

斯亮兰染色.

上清1∶16倍稀释空泡毒素为阳性. 0.5 mmol/L

统计学处理 实验结果取mean±SD, 并行t 检
验, 以SPSS软件进行处理.
2 结果
2.1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对H pylori 生长的影响

阿司匹林处理的H pylori 菌株浓缩上清1∶2倍稀
释时空泡毒素为阳性. 阿司匹林浓度为1.0, 1.5,
2.0 mmol/L时培养上清空泡毒素活性均为阴性.
塞莱昔布处理后的H pylori 浓缩上清空泡毒素活
性均为阴性. 中性红吸收实验结果显示, 随着两

H pylori 培养菌液A 600nm值和菌落计数结果显示,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对H pylori 生长有抑制作用,

种药物浓度的增加A 540nm值逐渐减低(图3). 以上

这种作用是剂量依赖性的. 菌落计数结果(图1)

有抑制作用, 表现为剂量依赖性.

显示, 阿司匹林0.5 mmol/L组与DMSO对照组相

2.4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对H pylori 外膜蛋白的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阿司匹林其他剂量和塞

影响 H pylori NCTC11637外膜蛋白凝胶电泳中

莱昔布各剂量组与DMSO组相比在24 h和48 h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2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对H pylori 尿素酶活性
的影响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均能明显抑制H

pylori 尿素酶活性, 且呈剂量依赖性. 24 h和48 h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各组A 560nm结果与DMSO对
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为评价药
物对H pylori 尿素酶的抑制作用与其对H pylori
www.wjgnet.com

结果均提示, 两种药物对H pylori 空泡毒素活性

可见多个条带,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处理后的H

pylori 外膜蛋白与对照组相比条带基本相同. 但
在相对分子质量80 kDa附近有一条带, 药物处理
后与对照相组相比表达明显增加(图4-5, 箭头所
示处), 这一变化似与药物剂量的改变关系不大.
3 讨论

H pylori 感染和NSAIDs被认为是胃黏膜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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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溃疡形成的两个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 由于

H pylori 感染在世界范围内人群中的广泛存在

33

以及NSAIDs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临床上二者合
并存在的机会并不少见. 由于两者致病的机制

23

不同, 两个危险因素同时存在时, 其相互作用
就比较复杂. 我们的动物实验曾显示H pylori 与
NSAIDs共同作用可以造成比H pylori 或NSAIDs

图 5 塞 莱 昔 布 对H p y l o r i 1 1 6 3 7 外 膜 蛋 白 的 影 响 . 1 :
DMSO; 2: 0.01 mmol/L; 3: 0.02 mmol/L; 4: 0.03 mmol/L; 5:
0.04 mmol/L; M: Marker.

单独作用更加严重的胃黏膜损伤 [14], 但这种损
害程度并不是两个单因素的简单相加. 有临床

H pylori 感染和NSAIDs同时存在时, 胃黏膜的

研究发现, 在NSAIDs服用者中, H pylori 感染可

损伤不是两种损害因素的简单相加, 二者之间

以增加N S A I D s相关性溃疡的发生

[15]

, 并成倍

很可能存在某些相互作用, 从而互相干扰对方

的增加上消化道出血的危险 . Huang et al 对

在胃肠道中的致病性. 近期Wang et al [20]的研究

有关NSAIDs和H pylori 对消化性溃疡危险性的

也发现, 阿司匹林可以剂量依赖性抑制H pylori

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 单纯H pylori 感染和服用

的生长. Gu et al [6]的研究发现, 吲哚美辛及COX

NSAIDs分别可以使消化性溃疡病的危险增加

抑制剂SC-236不仅可以抑制H pylori 的生长, 还

18.1倍和19.4倍, 二者同时存在时发生消化性溃

对H pylori 尿素酶活性有抑制作用. 我们的研究

疡病的危险增加了61.1倍. H pylori 感染和服用

显示, 阿司匹林和选择性COX-2抑制剂塞莱昔

NSAIDs分别可以使溃疡出血的风险增加1.79倍

布不仅可以剂量依赖性抑制H pylori 的生长, 还

和4.85倍, 而二者同时存在时溃疡出血的风险增

可以抑制H pylori 的尿素酶活性及空泡毒素的

加了6.13倍. 提示在消化性溃疡和溃疡出血中,

活性, 与上述的结果一致. 新近Shirin et al [21]的

二者之间存在协同作用. 然而, 近期法国的一项

研究也显示布洛芬、吲哚美辛、选择性COX-2

研究对于NSAIDs服用者进行观察, 发现6 wk内

抑制剂NS-398和两种舒林酸亚砜的衍生物可以

胃肠道症状的发生率H pylori 阳性者与阴性者相

抑制H pylori 的生长. 尿素酶活性和空泡毒素均

[16]

[4]

[5]

比无显著性差异 . 有些研究发现, 对于NSAIDs

为与H pylori 致病有关的主要毒力因子, 尿素酶

相关性溃疡H pylori 阳性者治疗和预防复发的成

除了对H pylori 本身起保护作用外[22], 还能造成

功率较阴性者明显提高[17-18], 根除H pylori 可以

胃黏膜屏障的损害[23-24]. 随着患者胃黏膜损伤程

降低NSAIDs服用者消化性溃疡的发生, 但其作

度的加重, 分离出的产毒H pylori 菌株的百分比

[19]

.

也在增加[25-26], babA2, cagA和vacA阳性的菌株

导致上述研究结果不一致除了可能存在观察时

可以加重胃黏膜的损害并使发生肠化生的危险

间不同、病例选择有差异等原因, 推测可能在

增加 [27], 提示细胞空泡毒素与临床疾病的严重

用似乎不如维持质子泵抑制剂治疗更为有效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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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密切相关.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不仅抑制H

对H pylori 的MIC值降低, 说明阿司匹林提高了

pylori 生长, 更进一步抑制了尿素酶及空泡毒素
的产生及其活性, 从而有可能减弱H pylori 的致

细菌对这些抗生素的敏感性 . 进一步的研究发

病性. 本研究显示, 阿司匹林2.0 mmol/L和塞莱

以提高H pylori 对甲硝唑和克拉霉素的敏感性 .

昔布0.04 mmol/L培养48 h可完全杀灭H pylori .

革兰氏阴性细菌的外膜蛋白具有选择性屏障作

阿司匹林用于解热、止痛和抗炎作用时, 其血

用, 小分子的亲水性物质凭借亲水性的微孔蛋

浆浓度通常为150-300 mg/L(0.8-1.6 mmol/L),

白(Porin)构成的孔道穿透疏水性的外膜蛋白进

而口服后, 胃黏膜局部的浓度可以达到更高水

入菌体. 目前发现了至少5种微孔蛋白, 命名为

平, 因此在体内完全有可能达到其抑菌浓度. 近

HopA至HopE[29-30], 并认为可能与H pylori 的耐药

期的一项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28]显示, 应用标准

性有关[29], 进一步的研究证实H pylori 对抗生素

奥美啦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O A C)三联疗法

的耐药性与青霉素结合蛋白(PBP)的改变及膜通

及O A C三连疗法+大剂量阿司匹林(2000 m g,

透性的减低有关[31]. 在体外培养条件下, 阿司匹

b i d)治疗H pylori 阳性的消化性溃疡和慢性胃

林和塞莱昔布对H pylori NCTC11637外膜蛋白

炎患者, H pylori 根治率分别为80.3%(49/61)及

有影响, 两种药物均可以使分子量80 kDa左右的

86.7%(52/60). OAC+阿司匹林组对H pylori 的

一个蛋白表达增多, 因此推测NSAIDs有可能通

根治率稍高于OAC组, 但两组在统计学上并无

过改变H pylori 的某些外膜蛋白, 使得H pylori 的

显著性差异. 两组中所有恶性事件包括消化道
出血的发生率也无统计学差异. 在临床观察期

细胞膜对某些抗生素的通透性增加, 从而提高H
pylori 对抗生素的敏感性. 但具体受影响的外膜

间, 消化性溃疡及慢性胃炎患者均可以很好的

蛋白及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7]

现, 消炎痛和选择性COX-2抑制剂SC-236也可
[6]

耐受服用较大剂量阿司匹林. 然而阿司匹林特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可以抑制H pylori 生

别是选择性的COX-2抑制剂是否可以用于临床

长、尿素酶活性和空泡毒素活性, 这可以部分

上H pylori 的根除治疗及其安全性还有待于更

解释NSAIDs和H pylori 共同存在时的致病性并

多的动物及临床研究证实.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

不是两种因素的简单相加这一事实. 本研究还

布能够抑制H pylori 尿素酶活性, 且药物处理后

发现, 阿司匹林和塞莱昔布可能对H pylori 的外

每数量级H pylori 活菌的尿素酶活性较对照相

膜蛋白有影响, 提示NSAIDs可能通过对H pylori

比明显下降, 提示这两种药物对H pylori 尿素酶

外膜蛋白的作用来影响H pylori 对抗生素的敏感

的抑制可能不是完全由于其对生长的抑制造成

性. 然而, 由于NSAIDs对H pylori 生长及尿素酶

的, 他们有可能直接抑制H pylori 尿素酶的产生

的抑制作用, 临床上对NSAIDs服用者采用基于

或其活性. 目前, NSAIDs在人群中广泛应用, 基

尿素酶的实验诊断H pylori 感染的敏感性和特异

于尿素酶的H pylori 感染检测方法如快速尿素

性是否受到影响, 以及NSAIDs在体内H pylori 根

酶实验,

13

14

C及 C尿素呼气实验也广泛应用于临

床. 由于NSAIDs可能对H pylori 尿素酶有抑制作
用, 对NSAIDs服用者采用基于尿素酶的实验来
诊断H pylori 感染, 其敏感性及特异性是否受到

除治疗中所起的作用,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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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stablish the mice models following
intranasal challenge with enterotoxigenic
Escherichia coli (ETEC) strains E44813, E44815,
E11881A, and evaluate the immune effect of
vaccine candidates FE1, FE3, FE6 following
intranasal immunization.
www.wjgnet.com

METHODS: The histopathological response in
the lungs and the clearance of ETEC from the
lungs was measured following intranasal challenge of BALB/c mice with LD 50-dose ETEC
strains E44813, E44815 and E11881A.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vaccine candidates FE1, FE3
and FE6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established
models�.
RESULTS: A large quantity of lymphocytes,
macrophages, neutrophils, and plasma cells
were found in the lungs of mice. Multifocal
bronchopneumonia was the main pathological
feature under microscope following intranasal
challenge with ETEC strains E44813, E44815, and
E11881A. The bacteria were cleared from the
lungs of the mice at a slow rate over 1-wk period
and till the 7th day, bacteria at 105 levels were
still detected. After high titers of antibodies were
detected in mice intranasally immunized with
vaccine candidates FE1, FE3, and FE6, the mice
were challenged by LD50-dose E44813, E44815,
and E11881A intranasally. No deaths occurred,
and low numbers of lymphocytes were the main
pathological feature. The bacteria were rapidly
cleared from the lungs of the mice over 1-wk
period, and no bacteria were detected at the 7th
day. The numbers of the bacteria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0 CFU/g vs 6.2×105, 5.4×105,
2.3×105 CFU/g, P < 0.05)�.
CONCLUSION: Intranasal challenge of Balb/
c mice with ETEC strains may provide a useful method to evaluate the vaccine. This study
also demonstrates that the vaccine candidate
FE1, FE3 and FE6 have good protective effect.
Key Words: Enterotoxigenic Escherichia coli ; Challenge test; Mouse model; Vaccine candidate; Protective effect
Wang ZB, Jiang PL, Zeng NH, Li SQ, Wang LC, Li Y,
Xiong SQ , Zhang ZS. Establishment of mice models
following intranasal challenge with enterotoxigenic
Escherichia coli strains and evaluation of protective
effect following intranasal immunization with

■背景资料

目前国内外尚未
有适合于ETEC疫
苗免疫保护评价
的理想动物模型.
限制了ETEC疫苗
的研究和评价. 鼻
饲攻击小鼠作为
研究病理和免疫
反应的模型已经
应用于其他肠道
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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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理想的攻毒
动物模型, 是疫
苗研制中重要环
节. 研究ETEC攻
毒试验小动物模
型, 为观察ETEC
致病性和评价疫
苗候选株的免疫
效果提供了简便
易行的新途径, 对
ETEC候选疫苗的
研发有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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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疫效果. 在本研究中, 通过鼻饲野生型肠
毒素大肠杆菌E44813, E44815和E11881A攻击
BALB/c♀小鼠, 检测小鼠肺中的肠毒素大肠杆

摘要
目的: 建立肠毒素大肠杆菌攻毒小鼠模型以及
应用模型对疫苗候选株免疫效果进行评价.

菌的清除率, 观察肺组织的病理学变化, 建立肠

方法: 通过鼻饲半数致死量(LD50)肠毒素大肠
杆菌E44813, E44815和E11881A观察小鼠肺病
理学变化、肺部细菌清除情况变化, 建立肠毒
素大肠杆菌鼻饲小鼠模型; 应用鼻饲小鼠模型
观察疫苗候选株FE1, FE3, FE6保护效果.

素大肠杆菌鼻饲小鼠模型评价肠毒素大肠杆菌

结果: 鼻饲LD50剂量肠毒素大肠杆菌小鼠的病
理特征是肺组织存在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
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浆细胞, 为多病灶支气管
肺炎, 肺部细菌清除缓慢, 至第7天仍能检测到
105数量级的细菌. 应用疫苗候选株免疫后进
行攻毒, 小鼠没有发病和死亡, 病理特征主要
是淋巴细胞少量增多, 肺部细菌清除迅速, 至
第7天已检测不到细菌, 与对照有显著性差异
(0 CFU/g vs 6.2×105, 5.4×105, 2.3×105 CFU/
g, P <0.05).
结论: 肠毒素大肠杆菌鼻饲小鼠模型能够为
疫苗筛选和评价提供了有效途径, 同时也证实
了疫苗候选株FE1, FE3, FE6具有良好的免疫
保护效果.
关键词: 肠毒素大肠杆菌; 攻毒实验; 小鼠模型; 疫苗
菌株; 保护效果

毒素大肠杆菌攻毒小鼠模型, 确立野生型肠毒
素大肠杆菌攻击的LD50. 在此基础上, 应用肠毒
疫苗候选株FE1, FE3、FE6的免疫保护效果.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野生型肠毒素大肠杆菌E44813, E44815
和E11881A, 疫苗候选株FE1, FE3和FE6(表1).
BALB/c♀小鼠(8-10 wk)均由中山医科大学动物
中心提供. HRP-羊抗鼠IgG, IgA购自美国Zymed
公司. 实验中所有化学实剂均为分析纯. CFA培
养基(水解酪蛋白10 g/L, 酵母粉1.5 g/L, MgSO4
•7H2O 0.05 g/L, MnCl2 0.005 g/L, 琼脂15 g/L, 调
节pH至7.4); 麦康凯培养基(蛋白胨20 g/L, 乳糖
10 g/L, 胆盐5 g/L, NaCl 5 g/L, 中性红 0.075 g/L,
琼脂15 g/L, pH7.4).
1.2 方法 肠毒素大肠杆菌E44813, E44815和
E11881A分别用CFA培养基和麦康凯培养基37℃
培养18 h, 其中麦康凯培养基是用来鉴定所培养
细菌是否纯的肠毒素大肠杆菌. 将CFA培养基上
的细菌刮落并用无菌的50 mmol/L PBS(pH7.2)悬
浮, 室温下轻轻振摇30 min, 并用无菌PBS稀释至
使用浓度, 供动物实验使用.
1.2.1 发病率和死亡率检测 198只BALB/c♀小鼠

王志斌, 姜普林, 曾年华, 李淑琴, 王令春, 李燕, 熊仕秋, 张兆山.

随机分成3组, 分别为肠毒素大肠杆菌E44813,

肠毒素大肠杆菌攻毒小鼠模型的建立以及疫苗候选株保护效果

E44815和E11881A组, 每组66只, 各组依据鼻饲浓

的评价.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8):2753-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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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由低到高再分为6小组(分别是12, 12, 12, 12, 12
和6只). 用乙醚轻度麻醉小鼠, 依次用0, 5×109, 1
×1010, 2×1010, 4×1010和8×1010菌密度鼻饲小鼠

0 引言
肠毒素大肠杆菌(enterotoxigenic Escherichia coli ,

(对照用PBS), 每只小鼠鼻饲50 μL; 观察小鼠的发

ETEC)是引起儿童细菌性腹泻的最主要致病菌

致死量(LD50).

[1]

之一 , 常因食品或水源污染导致暴发或流行,
[2]

病情况和死亡情况, 连续观察7 d, 并计算出半数
1.2.2 肺部细菌清除检测 84只BALB/c♀小鼠随机

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 . 尽管肠毒素

分成4组, 分别为肠毒素大肠杆菌E44813, E44815,

大肠杆菌疫苗的研制, 被WHO列为优先开发的

E11881A组和对照PBS组, 每组21只; 用乙醚轻

项目, 目前还没有肠毒素大肠杆菌疫苗应用于

度麻醉小鼠, 依次用各菌株的LD50的菌密度鼻饲

人群免疫. 限制疫苗研制的瓶颈之一是缺乏理

小鼠, 每只小鼠鼻饲50 μL; 每天从各组取3只小

想的适于评价E T E C致病性和疫苗候选株的动

鼠进行麻醉处死, 无菌操作将小鼠的肺取出, 放

物模型, 2003年Byrd et al [3]利用野生型ETEC 菌

入无菌的玻璃组织碾磨器中, 加入1 mL无菌PBS

株H10407和B7A鼻饲攻击BALB/c小鼠, 在一定

进行碾磨, 使细菌完全进入悬浮液中; 将悬浮液

剂量范围内可以引起小鼠肺部细胞的病变甚至

倍比稀释, 接种至CFA培养基和麦康凯培养基上

死亡, 认为可以作为动物模型评价疫苗候选株

37℃培养18 h, 计算细菌总数.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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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新盘点

菌株的表型特征和来源

菌株名称

主要表型特征

肠毒素大肠杆菌
E44813(野生型)
E44815(野生型)
E11881A(野生型)
载体及疫苗候选株
志贺菌FWL01
疫苗株FE1
疫苗株FE3
疫苗株FE6

表 2

本研究首次建立
了肠毒素大肠杆
菌攻毒小鼠模型,
为其他细菌疫苗
的研制评价提供
了新思路.

来源

CFA/1, LT, ST
CS3, LT, ST
CS6, LT, ST

卫生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卫生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瑞典Svennerhom教授惠赠

(ipa-virg)-, SmR, Asd-, ctxB
FWL01(CFA/1, Asd+)
FWL01(CS3, LTB/ST, Asd+)
FWL01(CFA/1, Asd+)

王恒樑 et al [4]
本研究组构建[5]
本研究组构建[6]
本研究组构建[7]

肠毒素大肠杆菌E44813, E44815和E11881A鼻饲BALB/c小鼠的死亡数

菌株和剂量
CFU/mL
E44813
0
5×109
1×1010
2×1010
4×1010
8×1010

攻毒后的天数
1
2	3	4	
5	6	
						

7

合计

0
0
0
0

0/12
0/12
6/12
10/12
12/12
6/6

E44815
0
5×109
1×1010
2×1010
4×1010
8×101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1
2
1
0
0	4	3	
2
0
1
0	8	4				
0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0
0
0
0	3	
2
1
1
0
0
7	4	
1
0
0
0
5
1				

0
0
0
0
0

0/12
0/12
2/12
7/12
12/12
6/6

E11881A
0
5×109
1×1010
2×1010
4×1010
8×1010

0
0
0
0
0
0
0
1
0	6	
0	3	

0
0
0
1
0

0/12
0/12
1/12
5/12
12/12
6/6

0
0
0
2
2
2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2
1
1
1			

1.2.3 病理检测 28只BALB/c♀小鼠随机分成4组,

和IgA, 如抗体显著升高, 则改用肠毒素大肠杆菌

分别为肠毒素大肠杆菌E44813, E44815, E11881A

E44815的50 μL LD50的菌密度鼻饲攻击小鼠, 观

组和对照PBS组, 每组7只; 用乙醚轻度麻醉小鼠,

察小鼠的发病情况和病理变化; 依照病理检测方

依次用各菌株的LD50的菌密度鼻饲小鼠,每只小

法, 每天处死3只小鼠, 无菌操作将小鼠的肺取出,

鼠鼻饲50 μL,连续观察7 d. 每天麻醉处死1只/组,

其中一部分肺组织用用40 g/L甲醛浸泡, 作病理

无菌操作将小鼠的肺取出, 用40 g/L甲醛浸泡, 后

变化观察使用; 与此同时, 称取另一部分肺组织,

用石蜡包埋, 5 μm切片, 并用苏木精和伊红染色.

放入无菌的玻璃组织碾磨器中, 加入1 mL无菌

用显微镜观察炎症反应和肺部的病理改变.

PBS进行碾磨, 使细菌完全进入悬浮液中, 将悬浮

1.2.4 抗体检测 每组24只小鼠, 直接用肠毒素大

液倍比稀释, 接种至CFA培养基和麦康凯培养基

肠杆菌E44813, E44815和E11881A鼻饲攻击, 每

上37℃培养18 h, 计算细菌总数. 以同样PBS免疫

[8-9]

7 d检测1次血清抗体IgG和粪便中的IgA

, 共检

测4次.

的一组小鼠做平行对照. 同样方法, 用FE1, FE6免
疫后, 用E44813和E11881A攻击, 观察保护效果.

1.2.5 候选疫苗保护实验 21只BALB/c♀小鼠用
疫苗候选株FE3, 用50 μL 2×109的菌密度鼻饲免
疫BALB/c♀小鼠2-3次, 检测血清和粪便中的IgG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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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肠毒素大肠杆菌的致病性和免疫反应

■应用要点

建立的ETEC鼻饲
小鼠模型, 为进一
步理解感染肠毒
素大肠杆菌后的
病理和免疫反应
以及为评价疫苗
的保护效果提供
了有效途径, 具有
较强的临床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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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发病率和LD50 给小鼠鼻饲各种剂量活肠毒

12

素大肠杆菌E44813, E44815和E11881A, 检测他

10

们的发病率和LD50. E44813比E44815和E11881A
毒性更大, LD50分别是1.02×1010 CFU/mL, 1.69
×1010 CFU/mL, 2.0×1010 CFU/mL(表2). 鼻饲毒
株后小鼠均有发病, 发病率为100%, 临床症状

细菌数量 (Lo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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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44813)
FE1
(E44813)
对照组
(E44815)
FE3
(E44815)
对照组
(E11881A)
FE6
(E11881A)

8
6
4

0

毛蓬松、光泽度较差易脱落、食欲下降、摄食

0

1

2.1.2 细菌清除率 在7 d的观察期间, 实验组小鼠
肺部细菌都以一个比较稳定的速度下降, 至第7

2

3

4

5

6

7

t /d

差、严重者双眼有分泌物. 鼻饲PBS后小鼠只是
常, 皮毛光洁、反应灵敏、食欲好、摄食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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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嗜睡、呼吸缓慢、弓背、反应迟钝、皮

在第1天有皮毛蓬松和食欲下降, 第2天恢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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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情况.

免疫保护后攻毒的实验组和对照组肺部细菌清楚

A

天后仍然能从感染小鼠肺部中检测到大量细菌,
鼻饲E44813, E44815和E11881A组第7天为6.2×
105 CFU/g, 5.4×105 CFU/g, 2.3×105 CFU/g, 3组
之间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0.05); 而对照组未能
检测到细菌.
2.1.3 病理变化 鼻饲肠毒素大肠杆菌E44813,
E44815和E11881A后, 小鼠肺部发生了组织病理
学改变, 通过显微镜观察多病灶支气管肺炎是

B

主要的病理特征. 24 h以后观察, 肺组织有不同
程度的炎症, 浸润的炎症细胞早期(1-4 d)以淋巴
细胞为主(50%-90%), 巨噬细胞为辅(10%-50%),
伴有少量的中性粒细胞(10%); 后期(5-7 d)以
中性粒细胞为主(50%-80%), 淋巴细胞为辅
(20%-50%), 伴有少量的巨噬细胞(10%-20%); 个
别肺组织存在少量浆细胞; 部分区域存在细胞
变性, 以血管和支气管周围变性最为明显, 并伴
有少量炎症细胞浸润; 部分肺组织血管高度扩

图 2 小鼠肺组织病理切片(×80). A: 疫苗免疫保护后攻毒
的实验组; B: PBS免疫保护后攻毒的实验组.

张, 广泛淤血, 伴有出血、水肿. 用PBS鼻饲小鼠
的肺没有发现任何病理改变.

清除率. 在7 d的观察期间, 免疫组和对照组肺部

2.1.4 抗体变化 鼻饲肠毒素大肠杆菌E44813,

细菌都以一个比较稳定的速度下降, 至第6天后

E44815和E11881A, 小鼠血清抗体IgG增长缓慢,

从实验小鼠肺部中已经不能检测到对应的攻毒

第28天分别为1∶293, 1∶267, 1∶240.

细菌, 而对照组仍然能检测到大量攻毒细菌. 免

2.2 疫苗候选株的免疫保护反应

疫组FE1, FE3, FE6第7天肺部细菌检测数量均为

2.2.1 发病率 应用疫苗候选株FE1, FE3, FE6免

0 CFU/g, 而对照组E44813, E44815和E11881A

疫后, 产生保护性抗体后用相应毒株E44813,

组第7天分别为6.2×105 CFU/g, 5.4×105 CFU/g,

E44815和E11881A进行攻击, 3组小鼠没有出现

2.3×105 CFU/g. 免疫组和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

死亡, 只是在攻击后的第1至2天小鼠出现了弓

差异(P <0.05), 而两组组内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背、皮毛蓬松等现象, 而后恢复正常.

(P >0.05)(图1).

2.2.2 细菌清除率 鼻饲疫苗组小鼠先用疫苗候

2.2.3 病理变化 免疫保护后攻毒的实验组小鼠

选株进行免疫, 产生保护性抗体后用相应毒株

肺部在第1, 2天有轻微的炎症反应. 第3至第4天

进行攻击, 对照组只用PBS进行免疫, 而后也用

开始恢复正常. 通过显微镜观察肺组织, 早期

相应毒株进行攻击, 同时测定小鼠肺部细菌的

(1-3 d)发现肺组织存在少量炎症细胞, 以淋巴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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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为主(90%), 伴有少量的巨噬细胞(10%); 后

病变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 鼻饲LD50的E44813,

期(4-7 d)没有发现炎症细胞, 一切正常. 对照组

E44815和E11881A都引发了小鼠肺部严重的炎

小鼠肺部发生了组织病理学改变, 通过显微镜

症, 都能在24 h内诱导肺泡产生大量的淋巴细胞

观察多病灶支气管肺炎是主要的病理特征. 24 h

和巨噬细胞及少量的中性粒细胞, 后期以中性粒

以后观察, 肺组织有不同程度的炎症, 浸润的炎

细胞为主, 淋巴细胞为辅, 伴有少量的巨噬细胞.

症细胞早期(1-4 d)以淋巴细胞为主(50%-90%),

在细支气管也发现了白细胞, 但是数量没有肺泡

巨噬细胞为辅(10%-50%), 伴有少量的中性

处多, 另外还可产生淋巴增生. 主要的病理特征

粒细胞(10%); 后期(5-7 d)以中性粒细胞为主

显示为多病灶支气管肺炎, 通过对其他组织的病

(50%-80%), 淋巴细胞为辅(20%-50%), 伴有少量
的巨噬细胞(10%-20%); 个别肺组织存在少量浆
细胞; 部分区域存在细胞变性, 以血管和支气管
周围变性最为明显, 并伴有少量炎症细胞浸润;
部分肺组织血管高度扩张, 广泛淤血, 伴有出
血、水肿(图2).
2.2.4 抗体变化 每组21只小鼠, 用疫苗候选株
FE1, FE3和FE6进行免疫, 每7 d. 检测1次血清
抗体IgG和粪便中的sIgA, 共检测4次. 血清抗体
IgG增长迅速, 第28天分别为1∶2080, 1∶2347,
1∶1440. 粪便中sIgA增长比较缓慢, 第28天分别
为1∶29, 1∶28, 1∶27.
3 讨论

理切片观察, 显示炎症没有扩散到其他组织. 在
确定了ETEC鼻饲LD50的基础上, 应用疫苗候选
株FE1, FE3, FE6对小鼠进行免疫保护实验. 用疫
苗候选株免疫动物后, 在短短的28 d内就能够使
小鼠体内产生高效价的保护性抗体. 而后用毒株
攻击, 所有小鼠都没有死亡, 只是有轻度的不适.
肺部组织只有轻度的病理改变, 第3天以后肺部
组织病理改变恢复正常, 与未免疫的对照组小鼠
的病变特征和程度有明显不同. 免疫小鼠肺部细
菌以比较快的速度被迅速清除, 在攻击6 d后, 就
不能从肺部组织检测到攻毒菌株, 与对照组形成
显著性差异(P <0.05).
实验结果表明, 通过鼻饲E T E C E44813,
E44815和E11881A活菌, 可以在小鼠肺组织中观
察到有一定规律的病理学反应以及血清中的抗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完全适合于E T E C疫苗

体的变化, 作为研究ETEC致病性的动物模型是

免疫保护评价的理想动物模型. 鼻饲攻击小鼠

可行的. 在应用ETEC鼻饲小鼠模型评价疫苗候

作为研究病理和免疫反应的模型已经应用于其

选株免疫保护效果的研究中, 通过对比, 发现疫

他肠道病原体, 例如鼻饲志贺菌攻击小鼠已经

苗候选株FE1, FE3, FE6能够为小鼠抵抗肠毒素

应用于痢疾疫苗候选株的评价. 本研究应用野

大肠杆菌感染提供有效的免疫保护, 为进一步人

生型ETECE44813, E44815和E11881A鼻饲攻击

体实验提供了实验基础. 本研究建立的ETEC鼻

小鼠, 观察小鼠的病理和免疫反应, 旨在试图建

饲小鼠模型, 为进一步理解感染肠毒素大肠杆菌

立评价ETEC疫苗候选株的动物模型. 鼻饲ETEC

后的病理和免疫反应以及为评价疫苗的保护效

菌株LD50的确定是实验成功的关键. 本文针对3

果提供了有效途径.

种不同血清型菌毛抗原的E T E C菌株进行了研
究. 由于菌株的毒性强弱不同, 用相同剂量的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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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leptin
receptor (Ob-R) in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and explore its role in the tumor angiogenesis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Immum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Ob-R,
CD105, and nuclear factor-kappa B p65 (NFκBp65) in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n = 35),
colorectal adenoma (n = 24) and normal controls
(n = 35). Image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for
semi-quantitative assessment�.
RESULTS: The microvessel density (MVD)
marked by CD105 was decreased progressively
from cancer patients, adenoma patients and
normal controls (23.63 ± 2.08 vs 10.83 ± 1.25 vs
www.wjgnet.com

1.97 ± 0.37, P < 0.05). Ob-R and NF-κBp65 were
expressed at the similar location. The integrated
optical densities of Ob-R and NF-κBp65 in cancer patients were both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controls (27.41 ± 2.21 vs 20.45 ± 1.63, P
< 0.05; 45.88 ± 5.46 vs 29.11 ± 3.89, P < 0.05).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was found between either
two of MVD, the integrated optical densities
of Ob-R and NF-κBp65 in cancer patients.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Ob-R was found in 63.6%
cases of cancer patients, and their mean MVD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egative ones (38.21
± 2.78 vs 27.50 ± 2.95, t = 2.602, P < 0.05).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NF-κBp65 was observed
on the nucleus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in
68.6% cases of cancer patients, and their mean
MVD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egative ones
(37.53 ± 3.07 vs 28.42 ± 2.63, t = 2.146, P < 0.05).
The expression of Ob-R and NF-κB had no
marked correlations with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agents of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CONCLUSION: Th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Ob-R contributes to the angiogenesis in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probably through activation
of NF-κB pathways.
Key Words: Leptin receptor; Nuclear factor-kappa B;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Xiong ZF, Yan ZH. Expression of leptin receptor
and nuclear factor kappa B and their significances in
colorectal adeno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8):2759-2764

摘要
目的: 研究瘦素受体(Ob-R)在结直肠腺癌组织
中的表达, 探讨Ob-R在肿瘤血管生成中的作
用及其可能机制.
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35例结直肠
腺癌组织、24例结直肠腺瘤组织和35例正
常对照组织中O b-R、C D105、核转录因子
-κBp65(NF-κBp65)的表达, 以图像分析软件
进行半定量测定.

■背景资料

多种恶性肿瘤的
患病风险与肥胖
相关, 据研究, 肥
胖者(BMI≥30)
患结直肠癌的风
险是非肥胖者的
1.5-2.0倍. 研究显
示, 脂源性因子的
异常表达可能在
其中起作用. 瘦素
是1994年才发现
的一种新的脂源
性激素, 其与肿瘤
的关系近年来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 并且其促瘤
作用得到了初步
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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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瘦素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其在
各种肿瘤中对细
胞生长、凋亡、
肿瘤侵袭性、血
管生成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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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以CD105标记的微血管密度(MVD)在
癌症组、腺瘤组、正常对照组间呈递减改
变(23.63±2.08 vs 10.83±1.25 vs 1.97±0.37,
P <0.05). O b-R和N F-κ B(p65)的表达部位相
似. 癌症组中Ob-R和NF-κB(p65)的积分光密
度均比对照组高(27.41±2.21 vs 20.45±1.63,
45.88±5.46 vs 29.11±3.89, P <0.05). 癌症组
中Ob-R, NF-κBp65的积分光密度, MVD三者
间呈两两正相关. 癌症组63.6%的标本中可
见Ob-R血管内皮细胞染色阳性, 其MVD较阴
性者高(38.21±2.78 vs 27.50±2.95, t = 2.602,
P <0.05); 68.6%的癌症标本中可见NF-κBp65
血管内皮细胞核表达阳性, 其M V D较阴性
者高(37.53±3.07 vs 28.42±2.63, t = 2.146,
P <0.05). Ob-R和NF-κBp65的表达与结直肠腺
癌临床病理因素间未见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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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35例结直肠癌患者年龄为29-78(平均59.2)
岁, 男21例, 女14例. 24例结直肠腺瘤患者年龄
为30-77(平均57.8)岁, 男11例, 女13例. 两组间年
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所有病例患者均无糖尿
病、糖耐量异常病史, 术前均未作放疗和化疗.
所有癌组织均经病理检验确诊, 并按国际癌症
协会所定的标准行分化程度分级和Dukes分期,
所有断端组织均未发现癌细胞. 标本均经40 g/L
中性甲醛溶液固定后常规石蜡包埋, 4 μm连续
切片备用. 羊抗人Ob-R多克隆抗体为美国Santa
Cruz公司产品; 鼠抗人CD105单克隆抗体及兔
抗人NF-κBp65多克隆抗体为北京中山生物技术
公司产品. HMIAS-2000型全自动彩色图像分析
系统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千屏影像公司
产品.

结论: 结直肠腺癌组织中Ob-R表达增多对肿
瘤血管生成起促进作用, 并且该作用可能是通
过NF-κB途径来实现的.
关键词: 瘦素受体; 核转录因子-κB; 结直肠腺癌

1.2 方法
1.2.1 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Ob-R, NF-κBp65的
表达 采用链霉亲合素-生物素-过氧化物酶复合
物法(SABC法)对Ob-R, NF-κBp65蛋白表达进行
检测. 对NF-κBp65检测时不进行苏木精复染. 以

熊枝繁, 晏泽辉. 瘦素受体与核转录因子-κB在结直肠腺癌组织
中的表达及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8):2759-2764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759.asp

PBS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1.2.2 新生微血管染色及定量 以抗CD105单克隆
抗体行免疫组化(SABC法)染色对新生微血管进
行标记. 参照Weidner et al [4]报道的方法, 以与背

0 引言

景明显有别的任何一个棕黄色染色的内皮细胞

多种恶性肿瘤包括结直肠癌在内的患病风险与

或细胞丛作为一个血管, 只要结构不相连续, 分

肥胖相关, 研究显示脂源性因子的异常表达可

支结构也作为一个血管计数. 先在低倍镜下观

能在其中起作用[1-2]. 瘦素(leptin)是一种新发现

察切片全部视野, 找到肿瘤间质血管密度最高

的脂源性激素, 与其受体结合后产生多种效应,

区域, 再转到高倍镜(20×10, 0.739 mm2/每视野)

其促癌作用在体外和动物实验中得到证实, 但

下精确计数微血管数量. 记录3个视野内的微血

在人癌症组织中的研究报道较少. C D105是一

管数, 取其平均值作为该标本的MVD值.

种与增生有关的内皮细胞胞膜抗原, 在与肿瘤

统计学处理 使用HMIAS-2000型全自动彩

有关的新生血管内皮强烈表达. 研究证实对于

色图像分析系统对标本免疫组化染色结果进行

肿瘤新生微血管密度(MVD)的标记, CD105优

图像分析. 实验数据分别采用方差分析、成组t

[3]

于常用的泛血管标记物 . 核转录因子-κB(NF-

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 应用SPSS 12.0统计软

κB)可通过多个环节促进肿瘤血管生成. 本研究

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旨在通过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结直肠腺
癌、腺瘤及正常大肠组织中瘦素受体(O b-R),

2 结果

CD105, NF-κBp65的表达, 探讨瘦素受体在结直

2.1 Ob-R, NF-κBp65的表达和分布 Ob-R在绝大

肠癌组织中表达及其在血管生成中的作用和可

部分癌症组标本(33/35, 94.3%)中可见着色, 呈

能机制.

棕黄色定位于细胞膜和细胞质中. 阳性细胞呈
弥漫分布, 大部分位于腺癌组织间质(图1A), 少

1 材料和方法

部分位于腺癌腺体(图1B), 间质阳性细胞染色

1.1 材料 收集同济医院2005-09/2006-01手术切

深度明显大于腺体阳性细胞. 部分间质血管内

除的结直肠腺瘤组织标本24例, 结直肠腺癌组

皮细胞也可见着色(21/33, 63.6%, 图1C). 部分腺

织标本35例, 同时取其手术断端作为正常对照

瘤组标本(17/24, 70.8%, 图1D)和部分正常对照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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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Ob-R的表达(SABC法). A: 结直肠腺癌间质表达(200×); B: 结直肠腺癌腺体表达(200×); C: 结直肠腺癌间质血管内皮
细胞表达(200×); D: 结直肠腺瘤间质表达(200×); E: 正常大肠组织表达(400×). 箭头所指为Ob-R表达阳性细胞.

A

B

C

↓

↓
→

↓

图 2 NF-κBp65的表达(SABC法, 200×). A: 直肠腺癌间质血管内皮细胞核表达; B: 结直肠腺瘤间质血管内皮细胞核表达;
C: 正常大肠组织表达. 箭头所指为NF-κBp65核表达阳性的血管内皮细胞.

组标本(19/35, 54.3%, 图1E)中也可见着色, 阳

表 1 Ob-R, NF-κB(p65)的积分光密度及MVD值在三组
中差异的比较(mean±SD)

性细胞较少, 散在分布于间质. 染色积分光密度
在癌症组与正常对照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分组

(表1). NF-κBp65在癌症组中(35/35, 100%)广泛
表达于腺癌腺体和间质, 呈棕黄色定位于细胞
质和细胞核中. 腺体细胞染色多位于细胞质中,

n

Ob-R

NF-κBp65
a

MVD
a

癌症

35 27.41±2.21 45.88±5.46 23.63±2.08ac

腺瘤

24 24.99±2.47 40.17±5.78 10.83±1.25a

正常对照 35 20.45±1.63 29.11±3.89

1.97±0.37c

较浅且均匀; 而间质细胞特别是血管内皮细胞
(24/35, 68.6%)则可见明显细胞核染色(图2A),

a

P <0.05 vs 正常对照; cP <0.05 vs 腺瘤.

棕黄色浓集于细胞核. 部分腺瘤组标本(19/24,
79.2%)有阳性表达, 少数可见血管内皮细胞核

2.2 CD105和MVD的检测 癌症组和腺瘤组标本

阳性染色(图2B). 正常对照组中也有部分呈阳

的CD105染色石蜡切片中, 可见众多微血管内皮

性表达(26/35, 74.3%, 图2C), 但染色浅, 均匀分

细胞的胞膜和胞质呈阳性着色. 阳性反应的微

布于细胞质中. 癌症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染色

血管分布不均匀, 多局限于肿瘤实质边缘的间

积分光密度的差异有显著性(表1).

质, 即新生血管生成区域. 其管腔多不规则, 壁

www.wjgnet.com

Hardwick et al 研
究显示, 瘦素受
体在结肠癌细
胞系及结肠组
织中均有表达,
瘦素刺激可致
p42/44MAPK磷
酸化, 在体内体
外均表现为促进
增生作用, 表明
瘦素是人结肠上
皮细胞的生长因
子. 在动物实验
中, Suganami et al
研究证明瘦素可
上调VEGF的表
达, 并刺激视网膜
血管生成. 王友彬
et al 实验显示, 瘦
素可促进移植鼠
颗粒脂肪组织血
管增生从而对移
植脂肪组织起促
成活作用. RouetBenzineb et al 在
瘦素抗凋亡的体
外细胞实验中观
察到瘦素处理后
NF-κB的活化明
显增加. Patel et al
研究报道用同源
基因GAX抑制血
管内皮细胞的NFκB激活后, 血管
生成也被抑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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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以前对结直肠腺
癌的研究往往着
眼于肿瘤实质、
腺上皮细胞的状
态, 而忽视了实质
周围的间质细胞
和内环境变化. 对
瘦素的研究也着
重于全身血清瘦
素水平的变化与
摄食营养、肿瘤
的关系, 忽视了受
全身因素影响较
小的局部组织中
的瘦素受体的变
化, 而瘦素必须与
其受体结合后才
能发挥效应. 本实
验中发现瘦素受
体在结直肠腺癌
间质血管内皮细
胞和其他间质细
胞上表达, 具有促
血管生成作用, 并
对其机制进行了
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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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VD的检测(SABC法, 200×). A: 结直肠腺癌组织; B: 结直肠腺瘤组织; C: 正常大肠组织. 箭头所指为CD105标记的新
生微血管.

薄且无平滑肌组织出现(图3A-B). 切片中可见

表 2 Ob-R, NF-κB(p65)血管内皮细胞不同染色组间的
MVD的差异的比较(mean±SD)

到陷于癌组织中的正常血管, 管腔较大, 管壁可
见数层平滑肌细胞, 这些血管的内皮细胞不与

n

MVD

(+)

21

38.21±2.78a

(-)

12

27.50±2.95

(+)

24

37.53±3.07c

(-)

11

28.42±2.63

血管内皮细胞染色情况

CD105抗体发生反应或仅有微弱的反应, 着色强

Ob-R

度明显低于新生血管内皮细胞. 正常对照组织
的血管内皮呈阴性或微弱阳性表达(图3C), 三组

NF-κB(p65)

所测的微血管密度(MVD)两两间均有显著性差
异(表1).
2.3 Ob-R, NF-κBp65, MVD间的相关性 35例癌

a

t = 2.602, aP <0.05; ct = 2.146, cP <0.05.

症组织中Ob-R和NF-κBp65的染色积分光密度,

■应用要点

本实验结果表明
结直肠腺癌组织
中Ob-R表达增多
对肿瘤血管生成
起促进作用, 并且
该作用可能是通
过NF-κB途径来
实现的. Ob-R和
NF-κB可能为抗
肿瘤血管生成治
疗提供了新的靶
点.

二者呈正相关(r = 0.577, P <0.05); Ob-R的染色积

生血管不仅为肿瘤生长提供必需的养料并转运

分光密度与MVD值呈正相关(r = 0.673, P <0.05);

其代谢产物, 而且为肿瘤细胞进入循环系统提

NF-κBp65的染色积分光密度与MVD值也呈正

供了通道, 还能通过内皮细胞分泌的生长因子

相关(r = 0.396, P <0.05). 在Ob-R阳性的癌症组标

来促使肿瘤细胞增殖. 体外实验发现, 瘦素可剂

本中, 血管内皮细胞染色阳性者(21/33, 63.6%)

量依赖性地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生、聚集并逐

其MVD较阴性者高(38.21±2.78 vs 27.50±2.95,

渐形成管状[5]. 动物实验也显示, 瘦素具有促进

P <0.05); NF-κBp65血管内皮细胞核染者(24/35,
68.6%)其M V D较未核染者高(37.53±3.07 v s
28.42±2.63, P <0.05)(表2).

血管增生的作用[6]. 但瘦素在肿瘤血管生成中的
作用机制的研究报道尚少. 本实验结果显示, 癌

2.4 癌症组Ob-R, NF-κBp65的表达和MVD与临

照组, 说明结直肠组织癌变过程中确实存在血

症组MVD高于腺瘤组, 腺瘤组MVD高于正常对

床病理因素的关系 Ob-R, NF-κBp65的表达在结

管生成的增加. Ob-R主要在组织间质表达, 癌症

直肠腺癌高、中、低分化组间, 及Dukes分期间

组明显强于正常对照组, 此结果与国外报道一

的差异无显著性. MVD在高、中、低分化组间

致[7], 并且在Ob-R与肝细胞癌的研究中也有相似

呈递增改变; 淋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组(C+D期)

的结果[8]. 本实验中还发现癌症组Ob-R的染色积

的MVD大于非淋巴结转移组(A+B期), 差异有统

分光密度与MVD值呈正相关, 并且Ob-R血管内

计学意义(P <0.05, 表3).

皮染色阳性者其MVD较阴性者高. 说明结直肠
腺癌组织血管内皮细胞和其他间质细胞上表达

3 讨论

的Ob-R, 在促进肿瘤组织血管生成方面可能有

瘦素是新发现的一种脂源性激素, 研究发现瘦

其作用. 此结论与体外实验结果一致.

素具有广泛的生物学功能, 在与其受体(Ob-R)结

NF-κB通常由p50和p65亚基组成, 静息时,

合后产生多种效应. 瘦素与肿瘤的研究显示, 瘦

通过与抑制蛋白I κ B结合形成无活性的三聚体

素可促进多种肿瘤细胞增殖、抗凋亡、增强侵

存留于胞质. 在受到刺激而激活后, I κ B解离,

袭力. 但肿瘤的生长和转移不仅需要肿瘤细胞

NF-κB进入细胞核, 作用于靶基因, 迅速诱导靶

增殖, 而且与肿瘤内新生血管形成关系密切. 新

基因表达. 其作为一个多向性转录调节因子, 可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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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名词解释

癌症组Ob-R, NF-κB(p65)的表达和MVD与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mean±SD)

n

Ob-R

NF-κB(p65)

MVD值

高分化

10

28.48±5.14

39.65±8.02

12.90±2.83a

中分化

12

27.34±3.68

44.55±8.40

22.58±1.99a

低分化

13

26.65±3.25

51.91±11.19

32.85±3.25

A+B(无淋巴结转移)

14

28.21±3.70

43.72±6.37

18.21±2.12a

C+D(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

21

26.88±2.81

47.32±8.17

27.24±2.95

病理因素
肿瘤分化程度

Dukes分期

a

P <0.05.

调控多种生长因子、黏附分子、细胞因子的表

间质血管内皮细胞和其他间质细胞上的Ob-R结

达. 本实验结果中可见, NF-κBp65在结直肠腺

合后, 可能通过激活NF-κB, 直接或间接地促进

癌和腺瘤组织的间质细胞特别是血管内皮细胞

肿瘤血管生成.

的细胞核表达, 代表了NF-κB处于激活状态. 且

总之, 结直肠腺癌组织中Ob-R表达增多对

NF-κB在血管内皮细胞核染者的MVD较未核染

肿瘤血管生成起促进作用, 并且该作用可能是

者高, 说明激活的NF-κB在肿瘤组织血管生成中

通过NF-κB途径来实现的. Ob-R和NF-κB可能为

起了一定的作用. 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Ob-R与

抗肿瘤血管生成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

NF-κB的表达部位相一致, 半定量分析也显示二
者呈正相关, 提示瘦素与O b-R结合后促使N FκB表达和激活. 这与体外细胞实验中瘦素处理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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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κB活化增加的结果一致[9]. 我们观察到Ob-R
和NF-κBp65的表达在正常对照组、腺瘤组、癌
症组中呈递增趋势, 但腺瘤组与其他两组间的
差异无显著性. 除MVD外, 亦未发现Ob-R, NFκBp65与结直肠腺癌分化程度、Dukes分期等临
床病理因素之间有相关性. 这可能与本实验样
本例数较少, 以及肿瘤血管生成的机制复杂, 而

2

3

4

Ob-R, NF-κBp65的促血管生成作用仅为其中的
一部分作用等原因有关, 尚待扩大样本, 增加观

5

察指标进行进一步研究. 肿瘤血管生成包括血
管内皮细胞的迁移、黏附、增殖以及管状结构
形成等一系列复杂过程. 研究表明, NF-κB促进
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 MMP9表达[10], 从而加

6

速血管下基底膜的降解, 有利于内皮细胞的迁
移. NF-κB还可增强细胞周期蛋白D的表达, 促
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11]. 此外, 已证明在VEGF,
IL-1α, IL-8, TNF-a, VCAM-1等多种促血管生成

7

因子的基因中含有NF-κB的特异性结合位点, 其
表达受N F-κ B的调控. 并且还有研究报道用同
源基因GAX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NF-κB激活后,
血管生成也被抑制了

[12]

8

. 可见, NF-κB可通过多

个环节促进肿瘤血管生成. 本实验结果也显示,
癌症组NF-κB的染色积分光密度与MVD值呈正
相关. 我们推测, 瘦素与表达在结直肠腺癌组织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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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瘦素(leptin): 肥
胖基因(Ob基因)
的编码产物, 是主
要由白色脂肪组
织分泌的蛋白质
类激素. 胃主细
胞、壁细胞及胃
底的内分泌细胞
中也存在瘦素, 其
受体遍及脑和全
身各处组织, 也是
一种脑肠肽类激
素. 瘦素及其受体
的结构与细胞因
子具有同源性, 其
细胞信号转导通
路与细胞因子也
有惊人的相似性.
瘦素与其受体结
合后具有广泛的
生物学效应.
2 NF-κB: 即核转
录因子-κB, 静息
时存留于胞质, 受
到刺激而激活后,
进入细胞核, 作用
于靶基因, 迅速诱
导靶基因表达. 其
作为一个多向性
转录调节因子, 可
调控多种生长因
子、黏附分子、
细胞因子的表达.
是一条重要的细
胞内信号转导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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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实验就一直在
能量平衡和摄食
行为系统中研究
的脑肠肽瘦素受
体与大肠癌的关
系进行了研究, 立
题新颖, 并且得出
初步结果: 该受体
可能与大肠癌的
血管生成有一定
关系. 课题设计合
理, 数据详实, 对
大肠癌生物学特
征的阐明有一定
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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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中华肝胆胰脾外科 ( 国际 ) 学术论坛征文通知
本��
刊�
讯 “2007中华肝胆胰脾外科(国际)论坛”应澳门特区外科学会的盛情邀请于2007-04-13/16在澳门举办,
现将征文通知公布如下:

1 征文内容
(1)肝癌诊断及外科与综合治疗: 新诊断技术-可切除与否的界定-综合治疗与序贯化思路-对复发转移的研究进
展-微创技术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2)医源性胆管损伤的预防-胆管下端功能状态对修复及重建的影响-肝胆管结
石外科治疗的新经验-肝门胆管癌根治性切除的实施与效果; (3)胰腺炎-重症急性、出血坏死性、“凶险性”治疗中早期复苏的策略与实施-相关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 (4)胰腺癌-早期诊断的思路与进展-根治术在当前的
含义和尺度-术前减黄与并发症的处理; (5)脾功能研究进展-保脾和切脾含义和抉择-PH时单纯切脾的指征与价
值; (6)肝移植-应用指征的决策-供肝切取与保存-技术性与非技术性并发症-再移植-远期存活的努力.

2 投稿要求及截稿日期
来稿请寄未曾公开发表过4000字以内全文及800字论文摘要各1份(无摘要不入汇编)并请在信封上注明“会议
征文”. 截稿日期: 2007-01-31. 正式代表发论文证书并授一级继续教育学分. 来稿请寄:《中华肝胆外科杂志》
编辑部.

3 联系方式
地址: 北京市复兴路28号; 邮编: 100853; 电话: 010-66936223; 电传: 010-68177009; E-mail: zhgdwkzz@vip.163.
com; 详情请登陆网站: www.zhgdwkzz.net.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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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cyclooxygenase-2 (COX-2),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 in the carcinogenesis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and adenoma.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CEA, P53, nm23,
Ki-67 and MRP protein were detected by SP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n
= 73) admitted from January 2003 to July 2006,
and their clinical data and follow-up document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s of CEA, P53,
nm23, Ki-67 and MRP protein expression in
colorectal cancer were 82.2%, 68.5%, 75.3%,
www.wjgnet.com

84.9% and 64.4%, respectively. CEA and MRP
expression had no correlations with the patients’
ages, sex, tumor size or lo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types of tumor, depth of invasion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while P53, Ki-67 and
nm23 ex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pth of invasion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The positive rates of P53 and Ki-67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Dukes
C, D stages than those in Dukes A, B stages
(82.8% vs 59.1%, P < 0.05; 100% vs 75.0%, P <
0.05), while the positive rate of nm23 expression
was markedly lower (58.6% vs 86.4%, P < 0.05).
The expression of CEA had a negative correlations with that of nm23 (r = -0.296, P = 0.011)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However, the expression
of P53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s with that of
Ki-67 (r = 0.308, P = 0.008). P53, Ki-67 and nm23
expression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prognosis. The positive rate of nm23 expression
was notably higher in patients survived over or
equal to 3 years than that in ones survived less
than 3 years (92.9% vs 71.2%, P < 0.05), but the
positive rates of P53 and Ki-67 expression were
just in the opposite situation (42.9% vs 74.6%, P
< 0.05; 64.3% vs 89.8%, P < 0.05).
CONCLUSION: P53, Ki-67 and nm23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invasion,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CEA
may be a stimulative factor in th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MRP-induced
drug resistance may be relatively independent.
CEA, P53, nm23 and Ki-67 can serve as effective
markers ini reflecting the invasion,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Key Words: Colorectal cancer;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P53; nm23; Ki-67; 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 Histopathology; Immunohistochemistry
Gu GL, Ren L, Huang RR, Wei XM, Li DC, Dai DJ, Wang
SL. Immunohistochemical expression of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P53, nm23, Ki-67, 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the clinicopathology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8):2765-2770

■背景资料

大肠癌是我国的
常见消化道恶性
肿瘤,目前文献
中大肠癌组织
中CEA、P53、
nm23、Ki-67及
MRP相互作用关
系的报道少见, 大
肠癌中nm23蛋白
表达的意义仍有
争论.

2766
■创新盘点

本文通过对所经
治大肠癌�例的
临床��资料总
结和免疫组化染
色, 配合国内外文
献的学习, 希望归
纳出大肠癌免疫
组化表达的特点
及其与临床��
之间的关系, 对提
高临床医生在一
线工作中提高对
大肠癌免疫组化
表达意义的认识,
制订更合�的治
疗方案以提高大
肠癌综合治疗的
疗效有一定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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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大肠癌CEA、P53、nm23、Ki-67、
MRP免疫组化表达特点和相互关系, 及其与临
床��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3-01/2006-07我院收治
的73例大肠癌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
并对其石蜡标本采用免疫组化SP染色法检测
CEA、P53、nm23、Ki-67、MRP, 分析其免
疫组化特点及其与临床��之间的关系.
结果: CEA、P53、nm23、Ki-67、MRP在大
肠癌中的阳性表达率依次为82.2%、68.5%、
75.3%、84.9%和64.4%. CEA、MRP与大肠癌
患者的各因素无统计学差异. P53、K i-67和
nm23与肿瘤的Dukes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有关,
P53、Ki-67在Dukes C、D期的阳性表达率(依
次为82.8%和100%)明显高于Dukes A、B期
者(59.1%和75.0%)(P <0.05), 而nm23在Dukes
C、D期的阳性表达率(58.6%)明显低于Dukes
A、B期者(86.4%)(P <0.05). CEA与nm23的表
达呈明显的负相关(r = -0.296, P = 0.011), 而
P53和K i-67表达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关(r =
0.308, P = 0.008), 其他各指标间的表达无相
关性. nm23、P53和Ki-67与预后因素关系明
显, n m23在生存期≥3 a患者的阳性表达率
(92.9%)高于生存期<3 a者(71.2%)(P <0.05), 而
P53和Ki-67在生存期≥3 a患者的阳性表达率
(依次为42.9%和64.3%)明显低于生存期<3 a
者(74.6%和89.8%)(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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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1-2]. 影响大肠癌预后的主
要因素是肿瘤的生长分化和侵袭转移 [3-4]. 其过
程十分复杂, 诸多因素参与和调控大肠癌的上
述生物学行为;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多种(抑)
癌基因 [3-5]. 但这些(抑)癌基因表达产物与大肠
癌临床病理的关系、各(抑)癌基因阳性表达之
间的相互关系目前尚不十分明了. 我们采用免
疫组化S P染色法检测癌胚抗原(C E A)、P53蛋
白、转移抑制基因nm23、细胞增殖相关核抗原
Ki-67和多药耐药相关蛋白(MRP)在大肠癌中的
表达, 以探讨他们的表达特点和相互关系, 及其
与大肠癌临床病理等生物学行为之间的关系.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2003-01/2006-07收治的、临床及
随访资料完整的大肠癌患者73例. 男37例, 女36
例. 年龄18-88岁, 中位年龄59.5±12.9岁; 其中
≥50岁者57例(占78.1%). 病灶部位: 右半结肠
23例(31.5%)、左半结肠17例(23.3%)、直肠33
例(45.2%). 肿瘤直径3-18 cm(平均6.3±2.8 cm),
其中<5 cm 18例, 5-9 cm 45例, ≥10 cm 10例. 病
理分型: 高分化腺癌5例(6.8%), 中分化腺癌54
例(74.0%), 低分化腺癌10例(13.7%), 黏液腺癌
4例(5.5%). Dukes分期: A期7例(9.6%), B期37例
(50.7%), C期26例(35.6%), D期3例(4.1%). 本组
均行根治性手术治疗, 无手术死亡, 术后均行化
疗, 部分直肠癌患者行局部放疗. 全部患者采用

结论: P53、Ki-67和nm23的表达与大肠癌的
侵袭转移和预后密切相关. CEA可能是大肠
癌的侵袭转移的促进因素. MRP所引起的耐
药机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机制. CEA、P53、
nm23、Ki-67可作为判断大肠癌恶性程度、
侵袭转移以及预后的指标.

门诊复查、电话及信访等方式随访, 时间1 mo-

关键词: 大肠癌; 癌胚抗原; P53; 转移抑制基因; 细
胞增殖相关核抗原; 多药耐药相关蛋白; 病理; 免疫
组化

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设备由空军总医院

顾国利, 任力, 黄蓉蓉, 魏学明, 李德昌, 戴大江, 王石林. 大

42 mo. 1例术后1 a复发再次手术切除, 3例死于
其他疾病, 5例死于腹腔复发和肝肺转移, 其余
健在. 73例患者中完成1 a随访52例(71.2%), 完
成3 a随访14例(19.2%). 试剂一抗均为鼠抗人
mAb, 以上抗体、试剂盒及显色液购自福州迈
病理科提供.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73例大肠癌患者的临床病
理及随访资料. 选取上述病例的大肠癌肿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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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经40 g/L甲醛固定, 石蜡包埋, Leica RM2135

2006;14(28):2765-2770

切片机切片(厚度4 μm), 采用免疫组化SP法, 以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765.asp

LAB vision Autostainer 360自动染色仪系统按
说明书操作. 切片脱蜡至水, 30 m L/L H 2O 2孵

0 引言

育10 min, 蒸馏水冲洗, PBS浸泡5 min, P53、

大肠癌是常见消化道恶性肿瘤, 其发病率占我

nm23、Ki-67、MRP组以pH 9.0的EDTA缓冲液

国消化道癌的第2位;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微波修复5 min, CEA组不需修复. 滴加正常兔血

生活习惯、饮食结构以及环境的改变, 大肠癌

清工作液, 孵育10 min后倾去, 不洗; 滴加一抗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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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
图 1 大肠癌形态学和免疫组化结果. A: 大肠中分化腺癌(HE×400); B: CEA阳性(SP×200); C: P53阳性(SP×200); D: nm23
阳性(SP×200); E: Ki-67阳性(SP×200); F: MRP阳性(SP×200).

37℃孵育2 h, PBS冲洗3 min×3次. 滴加二抗,

检验水准P <0.05.

孵育15 min, PBS冲洗3 min×3次. 滴加三抗, 孵
育15 min, PBS冲洗3 min×3次, DAB显色, 苏木

2 结果

素复染, 脱水, 透明, 封片. PBS代替一抗作阴性对

2.1 CEA、P53、nm23、Ki-67、MRP在大肠癌中的

照, 已知阳性切片作阳性对照. CEA定位于细胞

表达特征 全部病例的肿瘤组织均经H E染色, 光

质和细胞膜, P53和Ki-67定位于细胞核, nm23和

镜下确诊(图1A). CEA阳性表达于细胞膜/细胞质

MRP定位于细胞质, 用Olympus Dp70图像采集分

(图1B), 呈棕色, 形成条状或环状, 弥漫性分布; 阳

析仪依据染色强度和阳性细胞率来计算评分. 染

性60例(82.2%). P53阳性表达于细胞核(图1C), 呈

色强度: 0为无染色; 1为染色弱; 2为中等染色强

棕褐色, 形成条状, 弥漫性分布; 阳性50例(68.5%).

度; 3为染色强. 阳性细胞率: 0为<1%, 1为<10%,

nm23阳性定位于细胞质(图1D), 呈棕褐色, 形成条

2为<50%, 3为<80%, 4为≥80%. 以染色强度与阳

状或环状, 弥漫性分布; 阳性55例(75.3%). Ki-67阳

性细胞率之和计算评分, 0-2分为阴性(-), 3-5分为

性表达于细胞核(图1E), 呈棕褐色, 形成条状或环

阳性(+), 6-7分为强阳性(++). 评分过程由两名病

状, 局灶性分布; 阳性62例(84.9%). MRP阳性表达

理科高年资医生独立完成.

于细胞质(图1F), 呈棕色, 弥漫性分布, 形成环状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统计分
析. 数据用mean±SD表示, 计数资料采用多个
2

或条状; 阳性47例(64.4%).
2.2 CEA、P53、nm23、Ki-67、MRP表达与大肠癌

样本率(或构成比)的比较(即: R×C表的χ 检验),

临床��参数之间的关系(表1) 本组显示CEA、

免疫组化表达积分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

M R P与大肠癌病人的性别、年龄、肿瘤大小、肿

www.wjgnet.com

本文提示P53、
Ki-67和nm23的
表达与大肠癌的
侵袭转移和预后
密切相关; CEA
可能是大肠癌的
侵袭转移的促进
因素; MRP所引
起的耐药机制是
一个相对独立的
机制. CEA, P53,
nm23, Ki-67可作
为判断大肠癌恶
性程度、侵袭转
移以及预后的指
标, 分析他们的
表达情况可为临
床选择更合�的
治疗方案提供可
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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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CEA是大肠癌分
泌的一组酸性糖
蛋白, 广泛存在
于各种上皮性肿
瘤, 尤其是各种腺
癌. 一般认为,大
肠癌分化程度越
低, CEA阳性表达
率越高. p 53基因
是细胞凋亡的重
要调控基因, 突变
型p 53因缺乏对细
胞增殖的负调控
作用, 可促进细胞
转化和增生, 导致
肿瘤的发生. 细胞
增殖相关核抗原
Ki-67在多种肿瘤
及癌前�变中均
有异常表达, 且与
肿瘤的种植、浸
润、转移潜能密
切相关. 肿瘤转移
抑制基因nm23在
胃肠道癌中的作
用尚有争论. MRP
属于ABC转运蛋
白超家族成员的
一种糖蛋白, 在人
类正常组织及肿
瘤中广泛存在, 是
引起多药耐药的
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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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A、P53、nm23、Ki-67、MRP表达于大肠癌临床病理参数之间的关系
CEA表达

因素

(-)

5
性别: 男
8
女
0
年龄:＜45
5
45-60
8
＞60
8
肿瘤大小: ≤5 cm
5
＞5 cm
肿瘤部位: 右半结肠 2
左半结肠 6
5
直肠
13
分化: 高、中分化
0
低分化、黏液
10
Dukes分期: A、B
3
C、D
9
生存期: ＜3 a
4
≥3 a

P53表达

nm23表达

(+)

(++)

(-)

(+)

(++)

(-)

(+)

21
18
6
13
20
15
24
16
6
17
28
11
22
17
31
8

11
10
3
8
10
12
9
5
5
11
18
3
12
9
19
2

12
11
4
8
11
9
14
9
7
7
16
7
18
5
15
8

10
6
2
5
9
6
10
7
4
5
12
4
11
5
16
0

15
19
3
13
18
20
14
7
6
21
31
3
15
19a
28a
6

10
8
4
3
11
7
11
6
5
7
13
5
6
12
18
0

21
26
4
20
23
25
22
15
10
22
39
8
32a
15
38
9

Ki-67表达

(++)

(-)

(+)

6
2
1
3
4
3
5
2
2
4
7
1
6
2
3
5b

4
7
0
6
5
6
5
3
3
5
10
1
11
0
6
5

19
17
7
12
17
17
19
12
8
16
28
8
17
19b
27
9

MRP表达

(++)

(-)

14
12
2
8
16
12
14
8
6
12
21
5
16
10
26b
0

16
10
1
8
17
12
14
6
8
12
21
5
17
9
19
7

(+) (++)
21
25
8
17
21
22
24
16
9
21
37
9
26
20
39
7

0
1
0
1
0
1
0
1
0
0
1
0
1
0
1
0

a

P <0.05; bP <0.01.
表 2

大肠癌中CEA、P53、nm23、Ki-67、MRP表达的相关性
CEA

P53

(++)
(+)
(-)
nm23 (++)
(+)
(-)
Ki-67 (++)
(+)
(-)
MRP (++)
(+)
(-)

P53

nm23

Ki-67

(++)

(+)

(-)

(++)

(+)

(-)

(++)

(+)

(-)

(++)

(+)

(-)

11
6
4
1
9
11
8
11
2
0
15
6

15
8
16
2
31
6
13
20
6
1
23
15

8
2
3
5
7
1
5
5
3
0
8
5

4
23
7
16
13
5
0
24
10

1
12
3
7
9
0
0
10
6

3
12
8
3
14
6
1
12
10

1
5
2
0
5
3

18
21
8
1
33
13

7
10
1
0
8
10

0
16
10

1
24
11

0
6
5

瘤部位、分化类型、D u ke s分期等因素均无明显

预后无统计学差异, 但其在生存期≥3 a患者的

相关性(P >0.05). P53、K i-67和n m23与肿瘤的

阳性表达率(依次为71.4%、50.0%)明显低于生

D u kes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有关, 而与其他因素无

存期<3 a者(84.7%、67.8%). nm23、P53和Ki-67

关. P53、K i-67在D u ke s C、D期的阳性表达率

与预后因素关系明显, n m23在生存期≥3 a患

(依次为82.8%和100%)明显高于Du kes A、B期者

者的阳性表达率(92.9%)高于生存期<3 a者

(59.1%和75.0%)(P <0.05). 而n m23在Du kes C、D

(71.2%)(P <0.05). 而P53和Ki-67在生存期≥3 a

期的阳性表达率(58.6%)明显低于Dukes A、B期者

患者的阳性表达率(依次为42.9%和64.3%)明显

(86.4%)(P <0.05).

低于生存期<3 a者(74.6%和89.8%)(P <0.05).

2.3 大肠癌中CEA、P53、nm23、Ki-67、MRP
表达的相关性(表2) 本组显示大肠癌中CEA与

3 讨论

n m23的表达呈明显的负相关(r = -0.296, P =

大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 随着我国人

0.011), 而P53和Ki-67表达之间呈现明显的正相

口老龄化、生活习惯、饮食结构以及环境的改

关(r = 0.308, P = 0.008), 其他各指标间的表达无

变,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1-2]. 影响大肠癌预后的

相关性.

主要因素就是大肠癌的生长分化和侵袭转移[3-4].

2.4 CEA、P53、nm23、Ki-67、MRP表达与大

上述过程极其复杂, 多种(抑)癌基因和细胞因

肠癌预后的关系(表1) CEA和MRP虽与大肠癌

子参与其中 [3-5]. 其中与大肠癌关系较密切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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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A、P53、nm23、Ki-67、MRP[6-10].

病理相关因素及预后均无明显相关性. 这提示

C E A是大肠癌分泌的一组酸性糖蛋白. 研
究发现[6,11-12]: CEA广泛存在于各种上皮性肿瘤

MRP所引起的耐药机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机制,
他可能在组织癌变的同时便被启动.

(尤其是腺癌). 一般认为, 大肠癌分化程度越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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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者. 这提示nm23在大肠癌的侵袭转移过程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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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保护性因素. nm23的阳性表达者预后较好.
M R P在人类正常组织及肿瘤中广泛存在,
是引起多药耐药的因素之一. 目前关于其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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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A阳性表达率越高. 本组显示: CEA在不同分

■同行评价

文章探讨了大肠
癌中CEA, p53,
nm23, Ki-67, MRP
等基因表达与临
床��的关系,
发现p53, nm23,
Ki-67等基因的表
达差异与大肠癌
的转移和预后相
关. 目前国内分别
研究上述基因在
结肠癌中作用的
报道较多, 但联合
研究这些基因在
大肠癌中的表达
的工作不多, 本文
研究内容具有一
定的特色, 寻找大
肠癌发展过程中
特定时期的差异
表达分子谱具有
较重要的临床意
义. 研究设计基本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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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

2004年度《世界华人消化杂志》、《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的影响因子在1608种中国科技论文统计
源期刊中的排位
本刊讯 根据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完成的“2004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结果”, 在收录的1608种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 总被引频次平均值433.61次/刊, 影响因子平均值0.386.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的总被引频次为3353, 位居1608种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第8位, 内科医学类,
28种期刊的第2位.《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的影响因子为1.769, 位居1608种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第14位,
内科医学类28种期刊的第2位.《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的即年指标0.211, 他引总引比0.30, 地区分布数28, 基金
论文比0.43, 国际论文比0.01.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的总被引频次为4127, 位居1608种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第3
位, 内科医学类, 28种期刊的第1位.《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的影响因子为2.654, 位居1608种中国
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第4位,内科医学类28种期刊的第1位.《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的即年指标
0.399, 他引总引比0.58, 地区分布数27, 基金论文比0.52, 国际论文比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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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PTEN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cal SP technique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of PTEN
protein in 65 cases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adjacent tissues, 13 cases of
adenoma tissues, and 20 cases of normal colorectal tissue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PTEN protein was
mainly located in the nucleus and cytoplasm.
The expression of PTEN protei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s
than that in the corresponding adjacent tissues
ones (56.92% vs 86.15%, P < 0.01), and it was also
markedly lower in the lowly- and non-differentiated adenoma than that in the highly-and moderately-differentiated one (37.50% vs 75.76%,
P < 0.01). The expression of PTEN protein in
Dukes A and B stag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in Dukes C and D stages (73.33% vs
www.wjgnet.com

42.86%, P < 0.05). In addition, PTEN expression
was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χ2 =
7.448, P < 0.01), but not with the sex, tumor sizes
of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of PTEN is
down-regulated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and it
may be one of the molecular and biological indicators in reflecting the progression and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Key Words: Colorectal cancer; Cancer-adjacent tissue; Phosphatase and tension homolog deteted on
chromosome ten; Metastasis
Li J, Tian SL, Li W, Li FY. Down-regulated expression of
PTEN in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8):2771-2775

摘要
目的: 研究PTEN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与结
直肠癌病理特征的关系.
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SP法分别检测65例癌组
织和癌旁组织及13例腺瘤组织P T E N蛋白的
表达.
结果: P T E N主要在细胞核或细胞质中表达,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显著低于癌旁
组织阳性表达率(56.92% vs 86.15%, P <0.01).
中、高分化腺癌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低、
未分化腺癌阳性表达率(75.76% vs 37.50%,
P <0.01). Dukes A、B期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
Dukes C、D期阳性表达率(73.33% vs 42.86%,
P <0.05). 此外，PTEN的表达与淋巴转移有关
(P <0.01), 而与性别、年龄、同期的肿瘤大小
无关.
结论: PTEN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下调, 其
表达水平可作为反映结直肠癌进展和预后的
生物学指标之一.
关键词: 结直肠癌; 癌旁组织; PTEN基因; 转移
李季, 田素礼, 李巍, 李福蕴. 结直肠癌中PTEN的缺失表达及临
床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8):2771-2775

■背景资料

结直肠癌是临床
上最长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 在我
国其发病率占恶
性肿瘤第4位, 超
过15/10万, 并呈
上升趋势, 其死亡
率在所有恶性肿
瘤居第3位. 随着
分子生物学的发
展, 从分子水平来
阐述结直肠癌的
发病机制, 探求有
效、方便的早期
筛选指标, 认识其
浸润、转移的分
子基础及准确判
断预后等, 这些课
题已成为当今结
直肠癌研究的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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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PTEN可能成为
判断结直肠癌预
后的重要分子生
物学指标, 其在
预后的的判断的
价值可在以后的
临床随访中加以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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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TEN蛋白表达与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特征的关系

0 引言

临床因素

结直肠癌是临床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近年来发现的PTEN(phosphatase and tension
homolog deteted on chromosome ten)[1]是一个具
有磷酸酶活性的抑癌基因, 在结直肠癌的致癌
[2]

作用中发挥了重要的角色 , 他的失活是肿瘤的
发生、发展过程中多步基因改变中至关重要的

PTEN

n

性别
男
女
年龄
<60
≥60
大小 (d/cm)
≤5
>5

阳性数

2

阳性率(%)

χ

39
26

16
11

41.03
42.31

0.011

36
29

12
15

33.33
51.72

2.237

28
37

11
16

39.29
43.24

0.103

一步, 因而临床上PTEN和肿瘤学的研究已日益
得到人们的关注.
表 2

不同组织的PTEN蛋白表达

1 材料和方法

n

PTEN的表达程度

1.1 材料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普外三科

分组

2005-06/2006-06行结直肠癌根治手术的患者取

正常黏膜 20 0
癌旁组织 65 9
腺瘤组织 13 3
癌组织 65 28

癌组织65例、癌旁组织(含有癌组织和癌组织
边缘的4 cm)65例、分别取20例正常的结、直肠

-

+

++

+++

3 4 13
25 16 15
2 4
4
19 13 5

阳性率 (%) χ2

P值

100
86.15
76.92 5.077 aP <0.05
56.92 12.848 bP <0.01

组织及13例腺瘤组织做对照. 65例癌组织中, 男
性39例、女性26例, 年龄41-87(平均59)岁. 组织
学分型: 高分化腺癌7例、中分化腺癌26例、低
分化癌19、未分化腺癌13例. Dukes分期: A期11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χ2检验,

P <0.05有显著差异, P <0.01有高度显著差异.

例、B期19例、C期26例、D期9例. 所有患者术

2 结果

前均未接受放疗或化疗. 一抗鼠抗人PTEN抗体

2.1 PTEN蛋白表达与结直肠癌患者临床特征的关

和UltraSensitive TM 试剂盒均购于福州迈新生物

系 PT EN蛋白的表达与性别、年龄及肿瘤的大小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无关(表1).

1.2 方法 采用SP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操作步骤按

2.2 不同组织的PTEN表达 65例结直肠癌组织中,

试剂盒说明进行, 组织切片置入0.01 mol/L(pH
6.0)柠檬酸盐缓冲液中行高温、高压抗原修复,
用已知阳性切片作阳性对照, PBS代替一抗作阴

PTEN蛋白表达阳性37例, 阳性率56.92%, 65例
癌旁组织中, PTEN蛋白表达阳性56例, 阳性率
86.15%, 两者比较差异有高度显著性(56.92% vs

性对照. 实验组与手术结束时, 立即将新鲜切除

86.15%, P <0.01), 13例腺瘤组织中, PTEN蛋白表

的手术标本平铺无菌单上, 在肿瘤对侧纵向剖开

达阳性10例, 阳性率76.92%, 20例正常黏膜组织

肠管, 无菌生理盐水洗净. 牵拉标本使其处于无

中, PTEN蛋白阳性表达率100%, 两者比较差异

张力状态, 避开缺血及坏死区, 分别在癌组织、

有显著性(76.92% vs 100%, P <0.05). 同时, 正常

癌旁组织、正常组织及腺瘤组织各切取1 cm×
1 cm组织. 切取物分别置入40 g/L甲醛溶液固
定, 常规石蜡包埋, 4 μm厚连续切片. 同时测量

黏膜组织与癌组织两者比较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100% vs 56.92%, P <0.01)(表2).
2.3 不同D u k e s分期中结直肠癌P T E N蛋白的

肿瘤大小, 观察大体分型, 记录患者临床资料后

表达 D u k e s A、B期结直肠癌细胞P T E N蛋白

病态组织送常规病理检查及PTEN免疫组化SP法

的阳性表达明显高于DukesC、D期(73.33% vs

检测.

42.86%, P <0.05). DukesA(90.91%)、B(63.16%)、

1.3 结果判定 结果综合文献进行评价, PTEN表达

C(46.15%)、D(33.33%)期两两之间癌细胞的

于细胞核或质量中, 按照每个视野中阳性细胞数

PTEN蛋白的阳性表达有显著差异(P <0.05)(表3).

占全部细胞数的比例将判断标准分4级: 阳性细

2.4 不同组织学分型中结直肠癌P T E N蛋白的

胞数≤10%为(-), 阳性细胞数>10%, ≤50%为(+),

表达 在结直肠癌PTEN蛋白表达中, 高中分化

阳性细胞数>50%, ≤75为(++), 阳性细胞数>75%

腺癌的P T E N蛋白的阳性表达明显高于低未分

为(+++).

化腺癌的阳性表达, 差异有显著性(75.76% vs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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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名词解释

不同Dukes分期中结直肠癌PTEN蛋白的表达

Dukes分期
A
B
C
D
A+B
C+D

n
11
19
36
9
30
35

PTEN的表达程度
-

1
7
14
6
8
20

+

3
2
4
2
5
6

++

+++

2
6
5
1
8
6

5
4
3
0
9
3

阳性率 (%)
90.91
63.16
46.15
33.33
73.33
42.86

P值

2

χ

8.755

6.119

癌旁组织: 一般认
为在结直肠癌的
近端15 cm, 远端
不超过4 cm组织
容易被癌组织所
浸润, 而远端4 cm
以外的组织极少
浸润, 所以在本文
章中选取癌组织
边缘4 cm以内的
组织为癌旁组织.

a

P <0.05

b

P <0.05

→
表 4

不同组织学分型中结直肠癌PTEN蛋白的表达

组织学分型
高分化腺癌
中分化腺癌
低分化腺癌
未分化腺癌
高中组
低未组

表 5

n
9
24
22
10
33
32

PTEN的表达程度
-

+

++

+++

1
7
12
8
8
20

2
5
4
1
7
5

5
8
6
0
13
6

1
4
0
1
5
1

阳性率 (%)
88.89
70.83
45.45
20.00
75.76
37.50

P值

2

χ

12.384

9.697

a

P <0.01

b

P <0.01

淋巴结转移时PTEN蛋白的表达

淋巴结转移
有
无

n
27
38

PTEN的表达程度
-

+

++

+++

17
11

4
12

3
9

3
6

阳性率 (%)
37.04
71.05

χ

P值

7.448

P <0.01

2

37.50%, P <0.01), 高(88.89%)、中(70.83%)、低

能丧失的同时都伴有脂质磷酸酶活性的丧失,

(45.45%)、未分化(20.00%)腺癌之间癌细胞的

但其蛋白磷酸酶的活性可以保留, 脂质P I P 3位

PTEN蛋白的阳性表达有显著差异(P <0.01)(表4).

于细胞膜上, PTEN通过PIP3抑制Akt/蛋白激酶

2.5 淋巴结转移时PTEN蛋白的表达 65例结直

B活性[15-16], 这样通过控制主要途径来控制细胞

肠癌组织中, 有淋巴结转移的结直肠癌组织27

增殖和生存.刺激细胞生长和阻断凋亡[17-19]. PIP3

例, PTEN蛋白阳性表达率37.04%, 无淋巴结转

是PTEN蛋白脂质磷酸酶作用的底物, 是胰岛素

移的结直肠癌组织38例, PTEN蛋白阳性表达率

和表皮生长因子(ECGF)等一些细胞生长因子的

71.05%, 两者间比较差异有显著性(37.04% vs

第二信使. 提示PTEN蛋白丢失使结直肠细胞脱

71.05%, P <0.01)(表5).

离了原有正常的生长调控状态, 细胞呈无节制
的生长, PTEN蛋白丢失越多, 细胞的分化程度

3 讨论

越低, 肿瘤的恶性程度越高. Haier et al [20]在研究

P T E N作为一种公认的抑癌基因, 是一个具有

HT29细胞的转移侵袭能力时发现, PTEN可通过

双重特异性磷酸酶(DSP)活性和酪氨酸酶(PTP)

其丝/苏氨酸磷酸酶的作用抑制该细胞对细胞外

活性的抑癌基因, 定位于人类染色体10q23, 长

基质的稳定黏附. 而Goel et al [21]证实, 通过启动

200 k b, 含9个外显子和8个内含子 [1,3-5] , 又名
[6]
1

MMAC (muted in multiple advanced cancers)
[7]

超甲基化[22-24], PTEN外显子7和8以及10q23位缺
失后多聚酶重复序列突变, 引起PTEN频繁失活,

和TEP1 (TGF-B-regulated and epithelial cell

导致了微卫星的不稳性(MSI)[25-26], 最终引发结

enriched phosphatase). 国内外相继报道, PTEN

直肠癌. Zhou et al [27]报道, 在MSI阳性的结直肠

[8-10]

. 研究表

癌中有13%的基因突变率, 蛋白表达缺失或下调

明, P T E N作为肿瘤抑制基因参与细胞的凋亡

率为41%, 在HNPCC中有18%的突变率, 有31%

调控, 主要依赖脂质磷酸酶活性而实现的 [11-13].

的蛋白异常表达率. 实验结果显示, 在结直肠癌

Khaleghpour et al [14]发现, 每种导致PTEN蛋白功

组织中, PTEN阳性表达率为56.92%, 阴性表达

蛋白在多种组织和细胞中均有表达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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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报道通过对
65例结直肠癌标
本和癌旁组织, 13
例腺瘤及20例正
常结直肠组织中
PTEN蛋白表达的
检测对比, 证实
PTEN在结直肠癌
中表达下调, 其表
达水平有可能作
为反映结直肠癌
进展和预后的生
物学指标, 这一结
果具有临床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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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43.08%, 这种表达率与组织学类型密切相关
(P <0.01), 与Zhou的结果相似.在研究结直肠癌中

9

PTEN蛋白表达异常与Dukes分期间的关系中发
现, 随着病期进展浸润深度加深, 淋巴结或脏器
转移的出现[28-30], PTEN阳性表达率降低, 证实了

10

PTEN蛋白表达下调或缺失与结直肠癌的进展密
切相关(P <0.05), 可能与MSI有直接关系. 结直肠
癌的发生、发展是多种基因、多种机制共同作
用的结果, 因不同研究者所使用的抗体及方法的

11

不同, 以及引发这种蛋白低表达是否还有其他机
制, 都可能造成研究结果的差异, 本研究与Zhou

et al 研究结果相似, 明确显示了PTEN蛋白异常
表达与结直肠癌之间的密切关系, 表明了PTEN
蛋白表达下调或缺失在结直肠癌发展中具有重

12

要作用, 可能成为判断结直肠癌预后的重要分子
生物学指标, 其在预后的的判断的价值可在以后

13

的临床随访中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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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REVIEW

肝窦内皮细胞与免疫耐受
张云霞, 刘 杞

■背景资料

肝脏的免疫耐受
一直是大家比较
关注的问题, 其机
制非常复杂, 涉及
到细胞水平, 分子
水平, 包括细胞
间互相识别作用,
信号转导, 凋亡
以及其他更复杂
的尚未明确的作
用机制. 总体上,
肝脏的免疫耐受
是多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 像DC,
NK一样, 近年来,
LSEC在肝脏的免
疫耐受方面的影
响越来越受到重
视.

张云霞, 刘杞, 重庆医科大学病毒性肝炎研究所 重庆市
40001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No. 3057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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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l样受体4 +, CD14 +, CD32 +, CD36 +, MHC

摘要
肝脏似乎是一个免疫耐受多于免疫原性的器
官. 众多的肝脏组成细胞中许多参与肝脏免疫
调节, 如肝血窦内皮细胞(LSEC). LSEC是定居
在肝脏肝血窦的细胞, 与经过肝脏的淋巴细胞
直接作用, 有大量的清道夫受体, 能有效摄取
抗原. LSEC处理抗原后以MHC限制性呈递给
CD4T或者CD8T细胞. 与LSEC作用的CD4T,
CD8T细胞产生耐受性, 是LSEC在肝脏重要的
免疫功能: 对循环中的可溶性抗原或口服抗
原控制了免疫应答的类型.
关键词: 免疫应答; 肝窦内皮细胞; 耐受

±, CD31 ++, 甘露聚糖受体++, 清道夫受体++,
Ⅰ++, MHCⅡ +, CD80 +, CD86 +, CD40 ++,
CD4 +, CD11c +, CD95 +, CD95L +, TRAIL +,
Membrane TNFa + (++强表达, +表达, ±表示弱
表达). LSEC组成性表达与淋巴细胞相互作用必
须的表面标记分子, 支持淋巴细胞黏附于LSEC.
L S E C进一步表达某些识别受体使他们成为清
道夫细胞. 甚至, LSEC组成性表达共刺激分子
(CD80, CD86, CD40)和MHCⅠ, MHCⅡ, 呈递抗
原给T细胞. 最后, LSEC表达某些髓样来源细胞
表面表达的分子标记例如CD4和CD11c. 这一系
列表面分子使LSEC具备与T细胞通过抗原呈递
而相互作用的能力.
2 LSEC的肝脏清除功能
2.1 LSEC对大分子物质的清除 LSEC已经研究

张云霞, 刘杞. 肝窦内皮细胞与免疫耐受.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得比较深入的是对大分子采取受体介导的细胞

2006;14(28):2776-2779

内吞作用. LSEC表达的典型识别受体例如甘露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776.asp

聚糖和清道夫受体, 利于LSEC清除血窦内的大
分子物质. LSEC还具有吞噬接近200 nm直径大

■研发前沿

目前, 大家已经对
DC, NK在肝脏免
疫耐受方面的作
用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 而LSEC相
对而言, 是从细胞
水平研究肝脏免
疫耐受机制的一
个新的视点. 研究
发现, LSEC参与
了肝脏免疫耐受
的形成, 并且被认
为是免疫原性和
免疫耐受间的一
个调节点.

0 引言

小的颗粒. LSEC以载体形式运输内吞物质至肝

肝脏有其独特的免疫功能包括诱导及维持外

细胞, 接着完成跨膜运输. 肝脏的清除功能由

周耐受. 例如同种异体的肝移植可以跨越MHC

LSEC有效地从血液中摄取大分子物质, 再穿梭

屏障而不需要免疫抑制剂; 通过门静脉的抗原

这些物质至肝细胞经胆管分泌或者代谢.

可以诱导耐受. 肝脏的显微结构与其免疫特性

2.2 LSEC摄取加工抗原 Limmer et al [2]研究发现,

有关. 尤其是缓慢、间歇性的血液流经狭窄的

L S E C以受体介导的方式通过胞吞作用摄取抗

肝血窦, 促进血液-骨髓中的淋巴细胞与固有的

原. LSEC对卵清蛋白(OVA)的摄取专一发生在

肝细胞作用. 肝血窦内占优势的血窦内皮细胞

受体介导的细胞内吞, 包含主要的甘露糖受体

(LSEC), 在血液和肝细胞间形成了有孔的屏障,

和清道夫受体. LSEC处理抗原的路径是经典的

因此在淋巴细胞穿越肝脏并且与之作用上有重

抗原处理相关转运蛋白(TAP)-依赖途径. 热休克

要的意义. 本文对LSEC参与的免疫应答作一综述.

蛋白通过运输和对内吞抗原的处理参与交叉呈
递抗原. 将OVA加热, 酸化能促进LSEC交叉呈递

1 LSEC的表型

抗原; 阻断(v-ATPase)质子泵, 或者阻止内涵体

LSEC是微血管内皮细胞, 与其他大血管内皮细

的酸化影响LSEC交叉呈递抗原. 同样的, 代谢抑

胞及其他器官的微血管内皮细胞相比较具有独

制物叠氮化钠也抑制LSEC交叉抗原呈递作用.

特的表型. Knolle et al 经流式, 体外功能测定

以上结果说明, 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 内涵体的

和肝脏的免疫组化确立了L S E C以下免疫分子

成熟和与热休克蛋白的结合即蛋白酶对抗原的

[1]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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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都是LSEC交叉呈递抗原的必要步骤.

杂交瘤)细胞分泌IL-2. 同时实验对LSEC细胞交
+

叉激活初始CD8 T细胞进行研究, 用2种表达Kb
3 LSEC的抗原呈递作用

限制性的不同T细胞受体的转基因鼠, 其可识别
+

3.1 以MHCⅡ分子呈递抗原至CD4 T细胞 LSEC

不同的抗原. 两种类型TCR转基因鼠T细胞荧光

表面组成性表达共刺激分子和MHCⅡ, 能高效

标记后与C57BL/6或者TAP-缺陷小鼠的LSEC共

摄取抗原, 呈递可溶性抗原至CD4+T细胞. 在激

同培养. 体外实验发现, 呈递抗原的LSEC诱导

活CD4+T细胞上, LSEC其效率与Kupffer和骨髓

CD8 +T细胞增殖, 无论内源性还是外源性抗原,

起源的专职抗原呈递细胞(APC)一样. LSEC像

LSEC必须在TAP存在下以Kb分子进行呈递. 经

树突状细胞(DC)样能刺激初始CD4 +T细胞, 但
LSEC与CD4+T相互作用后, 诱导其免疫耐受这
与DC不同. 再者, LSEC不需要成熟即具有呈递
+

抗原刺激初始CD4 T细胞这与其他器官的微血
+

不同. CD8+T细胞逐渐丧失了分泌IFN-γ和IL-2,
及接受IFN-γ, IL-2反复刺激促进其自身增殖的
功能. C D8 +T细胞分泌细胞因子量的多少依赖
于LSEC呈递的抗原量. 如CD8+T细胞与不呈递

细胞向Th1细胞分化, 反而诱导其成为调节性T

抗原的LSEC共同培养, 在克隆因子重新刺激下,

细胞, 因而对诱导肝脏免疫耐受有作用. 肝脏是

其表达细胞因子不受影响. 同时研究还发现Kb

个独特的场所, LSEC在淋巴组织外刺激初始T

特异性的C D8 +T细胞经L S E C刺激后无特异性

细胞, 诱导调节性CD4 +T细胞. T细胞所在的环

的细胞毒性. 推测LSEC呈递抗原后使CD8+T耐

境和由抗原呈递细胞传送的共刺激分子信号在

受. 为证明在体内LSEC参与呈递循环中抗原诱

刺激初始T细胞后决定了T细胞的功能表型(Th1,

导其CD8+T耐受, 进行了如下实验. 在C57BL/6

Th2, Th3, Tr). Th1细胞是产生保护性细胞介导的

鼠静脉注射OVA, 24 h后分离LSEC, 并将分离得

免疫反应如抗肿瘤和病原清除. Th2细胞支持抗

到的LSEC过继性转移至C57BL/6鼠. 1 wk后, 重

体的产生和体液免疫. Th3或者Tr则与免疫耐受

复, 同时注射RMA-ova肿瘤, 结果仅有负载OVA

有关. 已经证实LSEC呈递抗原刺激的CD4+细胞

和LSEC鼠(3/6)接受了肿瘤, 其他未处理鼠(6/6)

并不分化为Th1细胞. 经LSEC刺激的T细胞表达

对肿瘤显示排异性. 说明在动物体内T细胞耐受

IL-4和IL-10, 与Th0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表型相

可被交叉呈递抗原的LSEC通过T细胞受体组份

一致. 相反, 专职APC刺激的CD4 T激活后常分

所诱导. 同时与髓源APC细胞如巨噬细胞和DC

化成Th1细胞, 表达大量的IFN-γ, 反过来刺激更

对可溶性抗原的浓度要求(≥20 μ m o l/L)相比

多的T细胞分化. 由于LSEC刺激的T细胞能抑制

较, LSEC对(≤1 nmol/L)的可溶性抗原也能有效

抗原特异性T细胞应答, 所以是一个T细胞功能

交叉呈递. 通过测定C D8 +T细胞活化标志和增

的调节点. LSEC刺激的T细胞不导致免疫原性,

殖实验, 发现CD8+T被LSEC激活. 重复刺激后,

却诱导免疫耐受性.

CD8+T不能分泌IL-2, 但在外源性IL-2存在下, 免

3.2 以M H CⅠ分子形式呈递外源性抗原至

疫耐受并不发生, 说明LSEC主动激活CD8+T细

CD8+T细胞 LSEC不仅以MHCⅡ呈递外源性抗

胞阻止了IL-2的自分泌. 虽然LSEC诱导CD8+T

原, 他们同样以MHCⅠ呈递这些外源性抗原给

耐受的分子机制目前不清楚, 但是肝脏的微环

CD8T细胞, 即交叉呈递. LSEC是肝脏固有的细

境如免疫调节细胞因子IL-10或者TGF-β非常丰

胞, 非髓样细胞, 具有交叉呈递可溶性抗原到

富, 可能对肝脏局部的免疫耐受有作用. LSEC交

+

CD8 T细胞. 尽管LSEC与树突状细胞的抗原呈

叉呈递口服抗原介导C D8T细胞耐受的相关文

递有相似的分子机制, 但由LSEC激活的CD8+T

献[2,4]涉及到2种实验模型. 一是喂养OVA鼠的

细胞其免疫耐受多于免疫原性. 在体内, LSEC

LSEC过继性转移到RAG2基因敲除鼠, 接着, 观

能非常有效地摄取循环中的抗原. 并且组成性

察到基因敲除鼠其C D8T细胞具有针对特异性

表达与其他专职A P C相同的表面分子如M H C

OVA重组TCR的增殖. 这些经喂养OVA的鼠, 分

Ⅰ, MHCⅡ, CD54(ICAM-I), CD106(VCAM-I),

离LSEC, 观察到CD8T在活体外接受抗原特异性

CD80, CD86, CD40. Limmer et al 研究发现

刺激后强烈增殖, 但表达细胞因子IFN-γ, IL-2的

LSEC能有效地以Kb分子形式交叉呈递外源性

能力下降, 在体内通过测定其细胞毒性发现细

的OVA. OVA的含量即使低至1 nmol/L(45 ng/

胞毒作用丧失. 二是用表达H-2Kb转基因鼠, 证

mL), LSEC细胞也能有效诱导B3Z(CD8+T细胞

实对口服抗原CD8T耐受. 其H-2Kb的表达在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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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细胞特异启动子tie2控制下, 只有表达MHC

LSEC表面分子MHCⅡ, CD80, CD86的表达, 而

ⅠH-2Kb的内皮细胞才能呈递抗原给T细胞, 说明,

且, IL-10还减少了LSEC甘露糖受体活性. 两者

LSEC在这个模型中参与口服抗原诱导CD8T耐受.

减少影响了LSEC抗原摄取和活化CD4 +T能力.

4 影响LSEC抗原呈递活化CD4+T因素
在肝脏局部微环境中, 存在严密控制L S E C呈
递抗原至C D4 +T细胞的影响因子, 如前列腺素

重要的是, LSEC低表达MHCⅡ和缺乏共刺激信
号导致T细胞无能. 因为PGE2和IL-10是LSEC或
Kupffer受生理浓度下内毒素刺激后所产生, 所
以这些因子不断存在, 他们负面调节肝脏局部

PGE2, IL-10. 这些因子其他肝细胞也有表达如

APC, 可以解释抗原在肝脏难以诱导T细胞活化

Kupffer. 不仅临近的Kupffer释放可溶性因子, 而

而清除慢性感染. 说明呈递抗原的LSEC在肝脏

且门脉血流成分也能直接影响LSEC抗原呈递[5].

的微环境中并不能产生有效的细胞介导的免疫

4.1 内毒素 内毒素是革兰氏阴性细菌外膜, 由

应答.

脂多糖组成. 内毒素引起的反应已经证实参与

4.3 肝细胞 Edwards et al [9]建立体外肝血窦模型.

多种细胞(单核/巨噬细胞、内皮细胞、平滑肌

在模型中, 流动的淋巴细胞可以与肝血窦内皮

细胞、中性粒细胞)活化, 引起细胞因子的表达,

细胞接触并受到肝细胞的调节. 实验发现肝细

炎症介质的释放, 引起病理生理的改变. 生理情

胞与LSEC相互作用后扩大LSEC对淋巴细胞的

况下在门静脉血中内毒素是存在的, 其浓度为

募集作用. 该作用是通过血窦调节LSEC黏附分

100 ng/L至1 μg/L. LSEC, Kupffer都能清除内毒

子的表达及其功能, 暗示在调节淋巴细胞通过

素. 已经证实, LSEC是有效的肝脏固有的抗原呈

肝血窦聚集的时候, 组织来源的信号可能非常

递细胞. Knolle et al 研究内毒素对LSEC固有功

重要. 因为LSEC的位置与肝细胞非常近, 仅仅

能的影响. 实验中呈递抗原的LSEC和生理条件

是松的基质填充的Disse腔. LSEC与肝细胞共同

下浓度的内毒素共同孵育, 发现LSEC功能下降

培养, 研究结果发现能明显增加LSEC捕捉淋巴

80%. 相反, 传统的APC经内毒素处理后, 其功能

细胞的能力, 直接说明肝细胞对肝脏内淋巴细

增加. 内毒素抑制LSEC的作用机制不是由于缺

胞的聚集有调节作用. 虽然共同培养并不能最

乏可溶性共刺激信号. 因为无论补充IL-1β, IL-2,

大的活化内皮细胞, 因为与那些单个共同培养

IFN-γ, 或者IL-12都不能使LSEC功能恢复. 内毒

系统或者细胞因子活化的内皮细胞比较, 外源

素也不影响LSEC对抗原的摄取. 实验发现内毒

性给予细胞因子能进一步加强淋巴细胞的黏附,

素专一引起LSEC细胞内内涵体/溶酶体室碱化,

增加ICAM-1和CD31更高水平的表达. 但这说明

影响LSEC对抗原的处理. 其作用环节: (1)内毒

来源于肝细胞的因子促进了内皮细胞对后续炎

素影响蛋白抗原降解为肽段, 同时pH碱化后不

症信号的反应. 所以, 微环境不仅影响内皮细胞

利于肽与MHCⅡ连接; (2)内毒素处理后的LSEC

活化的基线水平, 而且作为对炎症信号的反应

其表面分子MHCⅡ, CD80, CD86表达下调. 以

促进内皮细胞聚集淋巴细胞的能力.

上说明内毒素不影响L S E C清除门静脉中消化

4.4 调节性T细胞 调节性T细胞C D4 + C D25 +

道来源的抗原, 但是影响抗原处理以及细胞表

(Treg)是非常重要的介导外周免疫耐受的细胞.

面分子的表达. 肝脏局部微环境具有调节LSEC

Wiegard et al [10]研究Treg是否通过LSEC, KC, 肝

功能的作用. Uhrig et al [7]证实LSEC对LPS的反

细胞抑制CD4+T. 实验发现缺乏Treg, 3种细胞都

应直接表现为(TLR4)/CD14的功能. LSEC接受

可以刺激CD4+T增殖, Treg存在时, CD4+T细胞增

LPS反复刺激获得对LPS的耐受性, 但不失去清

殖受到抑制. 与KC作用, Treg细胞数量增加, 而

道夫活性. LSEC对LPS耐受性具有局部nuclear

LSEC和肝细胞相反不能诱导Treg增殖. 实验检

factor-κB减少的特点. 功能上, 在LPS反复刺激

测了存在微生物信号时, 肝内潜在的细胞是否

后, LSEC表面分子CD54反应性减少, 导致LSEC

改变了Treg的抑制作用. 在免疫刺激分子CpG-

与白细胞黏附减少. 活体内可观察到白细胞与

寡核苷酸存在的情况下, LSEC, KC, 肝细胞的确

LSEC黏附减少, 促进了肝脏微循环. 证实LPS耐

克服了Treg介导的免疫抑制. 在LPS存在下, 只

受是LSEC对肝脏炎症的局部调节.

有KC和肝细胞能克服Treg的抑制活性, 而LSEC

[6]

+

4.2 IL-10 LSEC激活CD4 T细胞的能力受到外

不能. 实验结果Treg可以抑制肝脏细胞激活的

源性PGE2和IL-10的影响. Knolle et al [8]证实

C D4 + T. 然而微生物存在时, 肝细胞可以克服

了IL-10能下调LSEC活化T细胞. IL-10减少了

Treg的抑制作用. 在微生物存在时, 通过肝脏细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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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对Treg的调节可以使免疫耐受转为免疫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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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SEC与肝移植
Onoe et al [11]为鉴定肝移植中哪些细胞参与诱导

2

耐受状态, 建立了同种基因的混合肝组成细胞
与淋巴细胞反应系列. 从C57BL/6(B6)和Balb/c
中分离肝组成细胞作为刺激原, B6小鼠中分离
的脾细胞作为反应细胞. 照射过的肝组成细胞

3

与荧光染料标记的脾细胞共同孵育. 在同种基
因的MHLR反应中, 无论肝脏的组成细胞或是
实质肝细胞作为刺激原, 都观察到缺乏T细胞增
殖. 只有CD105+细胞即特征性的LSEC细胞从肝

4

组成细胞刺激原中耗竭后, 观察到MHLR导致了
不同反应程度的CD4+和CD8+T细胞的明显增殖.
Onoe et al

[12]

5

同时检测LSEC对同种异体T细胞的

耐受能力. 结果发现LSEC表达Fas配体, 能经过
直接识别途径识别同种异体抗原, 诱导T细胞耐

6

受. 说明LSEC通过直接识别同种异己抗原, 具
有调节多克隆T细胞的能力, Fas/Fas配体参与了
LSEC对T细胞调节. Tokita et al [13]门静脉注射供

7

者脾细胞, 发现LSEC对同种异体抗原经间接途
径识别呈递引起同种异体反应性T细胞耐受. 与
其一致的是, 门静脉注射供体的脾细胞导致后
续心脏移植物的存活时间显著延长. 结果说明

8

通过经门静脉注射照射过供体脾细胞, LSEC对
间接抗原的识别呈递显著有利于诱导同种异体
T细胞耐受.
总之, L S E C是在两种免疫现象(免疫原性
和免疫耐受)间的连接点. 原因为: (1)LSEC是肝

9

脏固有细胞, 定居在肝血窦, 能与血和骨髓来源
的抗原直接发生作用; (2)LSEC表达不同的识别
受体使LSEC自身能有效的摄取抗原; (3)LSEC

10

表达激活T细胞必须的共刺激分子; (4)L S E C
可以刺激初始C D4 + T细胞成为调节性T细胞;
(5)LSEC交叉呈递外源性抗原使CD8 +T细胞耐

11

受. 在肝脏, 血-骨髓来源的抗原优先被LSEC摄
取, 而不是其他肝脏组成细胞. LSEC与肝脏的淋
巴细胞长期相互作用, LSEC内吞的抗原呈递给

12

肝脏的T细胞. LSEC介导的CD4+CD8+T耐受对
器官中来源于胃肠道的抗原和同时存在循环血
流中的抗原产生不需要的免疫反应从而保护器
官. LSEC也许代表了一种新的抗原呈递细胞类
型, 在外周器官其作用一方面促进免疫监督, 但
另一方面诱导外周耐受维持器官的完整性.

13

■同行评价

电编 张敏 编辑 张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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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与免疫的关
系密切, 作者对肝
窦内皮细胞与免
疫耐受的关系的
研究进行了综述,
视野独到, 与临床
联系密切, 内容新
颖, 有一定的深
度, 引用的参考文
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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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REVIEW

裸质粒流体力学注射法—基因治疗研究的利器
刘亮明, 罗 杰, 张吉翔, 郭宏兴, 邓欢
■背景资料

作为一个革命性
的疾病治疗方
法, 基因治疗具
有正本清源、达
到根除病患的优
势. 然而, 如何有
效而安全地将目
的基因转染入活
体靶器官内, 一
直以来都困扰着
生物遗传学家
们, 并影响着基
因治疗的研究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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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逆转录病毒可能造成宿主细胞插入突变
等. 在人体基因治疗的实验中, 曾出现了多起病
毒载体致人死亡的实例, 这极大地阻碍了基因
治疗在人体研究的进程 [1-2]. 肌肉或靶器官的电
穿孔法被证实能有效地协助目的基因转染入肌
肉或靶器官内, 但该方法对组织的创伤性限制

摘要
外源基因在动物活体组织的有效表达是基因
治疗研究的基础. 同时, 作为一种疾病治疗方
法, 安全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本文从
基因治疗研究的角度, 介绍了流体力学注射法
的概念、器官靶向性、目的基因在靶器官内
的转染效率、安全性和转染机制, 以及该方法
在疾病模型动物基因治疗方面的应用等等. 总
之, 流体力学注射法以其高效、安全的肝靶向
性活体基因转染、简单便捷的操作方法, 正在
逐渐成为人们进行基因治疗研究的重要工具.
关键词: 流体力学注射法; 基因治疗; 肝靶向性

了其进一步的应用. 近年来, 一种新的高效安
全的活体细胞基因转染方法—流体力学注射法
(hydrodynamics-based procedure)在基因治疗研
究领域获得广泛应用.
1 流体力学注射法的概念
流体力学注射法是一种快速大容量的裸质粒溶
液的体内注射方法. 借助该方法, 目的或治疗基
因可经鼠尾静脉转染动物活体器官, 并在靶器
官内高效表达[3-4]. 该方法是1999年Liu et al [3]建
立起来的. 他们发现裸质粒DNA经鼠尾静脉大
容量快速的注射可引起实验鼠高度的转基因表
达, 其中肝脏是该转基因表达的主要器官.

刘亮明, 罗杰, 张吉翔, 郭宏兴, 邓欢. 裸质粒流体力
学注射法—基因治疗研究的利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8):2780-2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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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引言
虽然常规的医疗技术手段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除了常见的感染症及一些外科疾病外, 许
多疾病, 如恶性肿瘤、糖尿病、艾滋病、肝硬
化、肾炎、心脑血管疾病、神经元退行性病变
以及各种遗传性和血液性疾病等用传统方法是
无法治愈的. 只有靠基因层次的介入, 才能直捣
核心, 根除这些病患. 然而, 作为一种新的疾病
治疗方法, 人们对其仍存有许多凝虑, 如怎样才
能确保转染的外源目的基因在活体细胞内有效
表达, 以及这种转染的安全性和器官靶向性如
何等, 都是需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病毒性基因载体能有效地将目的基因

2 肝脏高水平的转基因表达及其在基因治疗中
的重要性
Liu et al [3]发现单次鼠尾静脉注射5 μg萤光素酶
表达质粒即可引起高达45 μg/g肝组织萤光素酶
蛋白的表达. 已证实流体力学注射法具有较肌肉
等组织电穿孔更加高效和稳定的外源基因转染
效率[5], 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活体细胞基因转染
方法. 我们实验室曾采用该方法将绿色荧光蛋白
(GFP)表达质粒注入小白鼠体内, 借助荧光显微
镜我们观察到有接近45%的肝细胞表达GFP.
肝组织内如此高水平的转基因表达, 对于疾
病的基因治疗很重要. 因为肝脏是合成血清蛋
白质的重要器官, 具有巨大的合成各种蛋白质
的能力, 而各种有功能的活性蛋白质的产生是
疾病治疗的基础. 同时, 肝脏本身也易罹患各种
遗传性和获得性疾病. 因此, 肝脏已成为基因治
疗的重要靶器官.

转染活体组织细胞并具有一定的趋肝性, 曾一
度成为研究的热点. 但病毒性载体的安全性不

3 简单、安全的基因治疗方法

容忽视, 如腺病毒可能引起机体过度的免疫应

流体力学注射法仅通过单次的裸质粒静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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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即能引起肝脏较长时间的转基因表达, 并能

下3个物理性屏障: (1)注射部位(尾静脉)和靶器

较长时间地使转基因表达的蛋白质维持于治疗

官(肝脏)之间的空间屏障; (2)肝窗的结构性屏障

水平. 如质粒流体力学注射后, 促红细胞生成素

(阻止大分子接近肝实质细胞); (3)肝细胞的浆膜

[6]

屏障(限制亲水性分子进入胞质). 3个物理性屏

(Epo)在观察期12 wk内 , 人α1-抗胰蛋白酶基因
[7]

(hAAT)在观察期6 mo内 仍有高表达并存在活

障的克服使得生物大分子如质粒DNA能极容易

性. 而人因子Ⅸ基因(human factorⅨ)经流体力

地进入细胞内.

学转染实验鼠后, 其表达的蛋白质在血清内维
持于治疗水平达1.5 a之久[8]. Rossmanith et al [9]

5 治疗基因转染活体细胞的过程是非特异性的

证实, 质粒DNA"裸露"(nakedness)是流体力学注

流体力学注射后, 质粒DNA进入细胞内是一个

射法有效转染的基础, 且随时间推移, 细胞会逐

非特异的过程[14], 该过程所具有的物理特性使得

渐失去质粒, 即外源性基因在组织细胞的表达

任何可以注射的物质都可能有效地转导入细胞

是暂时的、是非基因组整合的, 因此并无宿主

内. 已证实质粒DNA无论呈线性还是超螺旋结

细胞插入突变之虞. 同时, 宿主也不存在对质粒

构、大质粒或者小质粒, 甚至其他DNA[15]、反

产生超敏反应的问题. 组织化学分析实验还证

义寡核苷酸(AS ODN)[16]、RNA[17]、蛋白质(如

实, 流体力学转染技术对组织的毒性影响是轻

抗体)及化学物质(如聚乙烯二醇)[18]等都能极有

微的和短暂的[6]. 因此, 流体力学注射法是一个

效地通过流体力学注射法转入肝细胞内. 另外,

简单、方便、安全和高效的活体内转基因或基

Hofman et al [19]还将PCR扩增片段成功地通过流

因治疗方法.

体力学注射转染入肝脏并得到高效表达, 这给
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 即将来人们有可能通

4 治疗基因体内有效转染的机制

过人工合成基因的方法来治疗疾病. 近年来流

流体力学注射法引起肝组织高效转基因表达的

体力学注射法也开始应用于RNAi的活体研究,

机制目前仍未完全清楚. 我们曾进行过流体力学

实验已证实siRNA表达质粒的动物活体转染能

注射和常规注射对实验鼠器官转基因表达的对

显著地使目标基因“沉寂”(silencing)[20-22]. 这

比性研究, 发现常规注射除引起了少量肾小球上

一成果必将带来RNAi研究的新一轮热潮. 因为

皮细胞表达报告基因GFP外, 肝、脾、心、肺和

无论对于体内基因功能的研究还是疾病的基因

脑组织内并无GFP的表达; 流体力学注射则仅引

治疗, RNAi技术都提供了一个方便有效的手段.

起肝组织内GFP的高水平表达, 其他组织无GFP
表达. 因此, 大容量快速注射是动物转基因表达
[10]

的前提 .

6 对疾病模型动物基因治疗的研究
6.1 肿瘤的基因治疗研究 恶性肿瘤的基因治疗

曾设想, 流体力学注射可使大量结构完整的

是目前基因治疗研究的热点之一. 流体力学注

质粒DNA顺利到达肝细胞质膜, 并认为这有助于

射法已应用于多种肿瘤模型动物基因治疗的研

延迟DNA的降解和促进肝细胞对质粒的摄取. 但

究. 例如, 通过流体力学转染, IL-21基因抑制了

最近发现, 流体力学注射法有效转染发生于注射

荷瘤鼠B16黑素瘤和MCA205纤维肉瘤的生长,

后的极早过程, 而该过程与DNA降解的延迟和

提高了动物的存活率[23], 干扰素质粒极显著地减

大量DNA结合于肝细胞质膜无关[11]. Andrianaivo

小了结肠癌CT-26细胞的肝和肺转移[24], TNF-α

et al [11]认为流体力学注射法外源基因的有效表达

质粒也极显著地减小了黑素瘤的肺内转移[25]. 抑

是由小量快速进入胞质的DNA分子引起的, 并

癌基因NK4(HGF拮抗基因和血管形成抑制剂)

认为这可能是注射后压力增高, 引起了质膜孔洞

的流体力学注射则显著地抑制了实验鼠结肠癌

的结果. 该假说为Kobayashi et al [12-13]的实验所证

细胞的肝转移及继发性生长, 抑制了癌细胞的

实, 他们发现“流体力学”注射可暂时性地增加

肝内侵袭, 并延长了动物生存率[26]. 而联合基因

细胞膜的通透性, 并认为流体力学注射法基因转

的流体力学注射被认为较单基因注射更加有效,

染效率取决于尾静脉注射的大容量和高速度两

如Wang et al [27]同时注射IL-12和GM-CSF、Kim

方面的综合效应. Zhang et al [14]的实验显示, 流体

et al [28]同时应用angiostatin K1-3和endostatin基因

力学注射可诱导暂时性心功能失调、静脉压力

转染实验动物, 发现均较单一基因的应用更有

急剧升高、肝窗(liver fenestrae)扩大和肝细胞膜

效地抑制肿瘤生长和肿瘤侵袭.

通透性增加. 因此, 流体力学注射至少可克服以

6.2 实验性自身免疫性心肌炎的治疗 鼠实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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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心肌炎(experimental autoimmune

protein-1)基因转入肾脏后, 显著地减轻了蛋白

myocarditis, EAM)是一种T细胞介导的、严重

超荷蛋白尿(protein-overload proteinuria)诱导的

影响心肌的收缩和舒张功能的疾病. 该疾病模

小管间质性肾损害. 另外, Chen et al [37]也将报告

型与人类巨细胞性心肌炎相似, 并无有效的常

基因经由胆道成功地转染入肝细胞, 并发现在

规治疗方法, 而基因治疗则能显著地逆转疾病

胆道阻塞的情况下, 转染效率更高.

的进程. 经流体力学注射转染后, 治疗基因如
CTLA4-Ig通过阻断T细胞辅刺激信号[29]、IL-13-

8 结语

Ig通过影响靶细胞CD11b(+)和NCNI细胞上的免

外源目的基因在动物活体细胞内的有效表达是

疫分子的表达[30]、IL-1RA-Ig通过抑制NCNI细

进行基因治疗研究的基础, 肝脏以其巨大的合

胞前列腺素合成酶和IL-1以及淋巴细胞Th1细胞

成蛋白质的能力成为进行基因治疗最重要的靶

因子等的表达 等方式, 减小心肌炎症的面积、

器官, 流体力学注射法以其高度的肝靶向性基

降低心脏重量和体重之间的比率、抑制心房肽

因转染效率正在日益成为人们进行基因治疗研

基因的表达, 并明显改善心功能和各项血流动

究的重要工具. 然而, 任何事物都存在两面性,

力学参数.

高流量液体全身注射在引起肝组织高转染效率

6.3 新月体性肾小球肾炎的治疗 新月体性肾

的同时, 势必对动物心肺功能带来很大的负面

[31]

小球肾炎是一个进展迅速、病情严重并以T h1
在肾小球占优势的疾病. 最近Higuchi et al [32]用
vIL-10基因经流体力学注射转染模型鼠, 发现鼠
肝组织及血清内有高水平的vIL-10表达, 并产生
了明显的治疗效应, 如抑制了新月体的形成、
减少了肾小球内的细胞总数和巨噬细胞及CD4+
T细胞数、降低了尿蛋白并改善了肾功能.
6.4 暴发性肝衰竭的基因治疗 急性性肝衰竭
(acute liver failure, ALF)是常见的一种急重疾病,
临床治疗棘手, 病人死亡率高. Wang et al [33]对
TAA诱导的ALF实验鼠进行了基因治疗的研究,
发现a-MSH基因的鼠尾静脉注射明显地减小了
ALF鼠的死亡率, 显著地改善了肝脏的组织学表
现, 使肝内TUNEL阳性细胞减少, 并有效地防止
了IκBa的降解和iNOS、TNF-α mRNA的上调.
我们最近已成功地将新克隆的丝/苏氨酸激酶
Pim-3基因通过流体力学注射方法转染入大鼠肝

影响. 虽然目前绝大多数作者认为这种影响是
暂时性的, 停止注射后动物能很快恢复且不遗
留任何组织的损伤, 但我们通过实验发现, 注射
速度过快容易引起动物发生心脏衰竭和呼吸衰
竭(心肺复苏后多数动物能恢复). 因此, 适当的
注射速度是保证转染的高效率和动物安全性的
关键. 作为目前最高效和便捷的活体基因转染
方法, 流体力学注射技术已在基因治疗的研究
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们认为, 利用流体
力学的原理结合局部靶器官的注射有可能完全
消除全身液体注射对循环造成的不良影响, 为
疾病基因治疗的临床应用开辟一条坦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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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smid encoding alpha-melanocyte-stimulating

■名词解释

流体力学注射法:
是一种快速大容
量的裸质粒溶液
的体内注射方法.
借助该方法, 目的
或治疗基因可经
鼠尾静脉(或其他
血管、管腔)转染
动物活体器官, 并
在靶器官内高效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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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
评价

文章层次、条理
分明, 用词准确,
具有可读性和科
学性, 对基因治疗
研究具有指导意
义, 总体评价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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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肠段等. 现阶段已投入临床使用的是窥视胶
囊, 给药、取样等功能的被动式微机器人的研
究正在进行中. 其中用于取样的微机器人主要
是吸取人体消化道内的消化液进行研究, 吸取
的消化液可用于病例诊断或科学研究等 [8-9]. 在
取样胶囊的研究中, 用来吸取消化液的材料的

摘要
取样胶囊主要是吸取人体消化道内的消化液
进行研究, 本文以胃液为例, 对取样胶囊吸取
消化液进行探讨, 分析在取样胶囊的研究中选
取何种吸附材料最合适. 首先对胃液成分进行
分析, 然后配置模拟胃液, 选取六种不同吸附
材料进行了吸附实验, 并按实验结果绘制了不
同的吸附曲线. 由实验结果, 对各种材料的吸
附量、吸附稳定性和可靠性等进行了对比分
析, 同时还对取样机构模型设计的简单化因素
进行分析. 最后得出结论, 认为德制胶棉在各
个因素上都有明显的优势, 适宜作为取样胶囊
中的吸附材料.

选取是关键, 本文以吸取胃液为例, 从分析胃液

关键词: 取样胶囊; 胃液; 吸附

发生改变. Lowry法结合CEA检测, 测定了一组

成分入手, 配置模拟胃液, 然后进行不同材料的
吸附实验, 最后进行分析比较得出结论.
1 胃液的分析和模拟胃液配置
1.1 胃液成分分析 胃液是由许多成分组成的复
杂系统, 如盐酸、胃蛋白酶、黏液、胆汁酸、
DNA和其他蛋白质. 其中, 蛋白质占有一定的比
例, 主要是糖蛋白. 胃是含多种分泌细胞的消化
器官, 胃液因直接与胃黏膜接触, 能较敏感的反
映胃的病变. 胃液成分的变化可以在相当程度上
显示胃的功能状况. 当胃黏膜发生病变时, 其分
泌功能也发生变化, 胃液蛋白质成分和浓度也会
胃癌患者的胃液蛋白含量, 取95%可信度, 胃液

黄华, 邸颖, 朱文坚, 黄平. 取样胶囊吸取胃液的模拟实验分析与
研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8):2785-2788

蛋白质含量的临界值为7.7 g/L, >7.7 g/ L判为
阳性, 否则为阴性. 结果表明, 胃癌组的胃液蛋白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785.asp

质含量显著高于除胃炎异型增生以外的任何一
组的蛋白质水平(P <0.01), 胃癌敏感度65%, 特异

0 引言

性86.7%, 准确性81.6%, 2例早期胃癌中一例阳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医疗相关技术与

性. 慢性胃炎伴异型增生的胃液蛋白质含量与胃

设备的开发研制迅速崛起. 其中医疗微机器人

癌和胃溃疡组比较无显著差异(P >0.05), 但高于

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成为目前国内外研

其他4组的蛋白质水平, 其阳性率为38.5%.肠化

究的热点. 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在这方

生和不伴肠化生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胃溃疡和

面的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其中, 以色列的医

十二指溃疡的胃液蛋白水平也无显著性差异. 在

用胃肠道内微型机器人研究成果格外引人注目,

胃液蛋白质水平与年龄作相关分析, 发现两者

[1-4]

. 近年

呈正相关, 随着年龄的增大, 胃液蛋白质呈升高

来, 我国在医疗微机器人研究也在快速发展中,

趋势. 此外胃癌患者胃液蛋白质的SDS-PAGE结

国内等都各自有不少研究成果 [5-7]. 传统上对人

果可出现13条区带, 而正常人只有8条区带以下.

体消化道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运用导管式

Moschi et al 结果显示, 胃癌患者胃液中的酸性糖

内窥镜, 但存在不少弊端, 医疗微机器人的出现

蛋白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并把他作为诊断

则给患者带来福音, 不但诊断时更安全舒适, 而

胃癌的一项有效指标.

也已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推广应用

且诊断范围能扩大到传统内窥镜所不能检测的
www.wjgnet.com

一般认为, 造成胃液蛋白质升高的原因是,

■背景资料

近年来, 对ICAM
-1与恶性肿瘤侵
袭转移关系的研
究已成为研究热
点, 其在肿瘤侵
袭转移中的作用
日益受到众多学
者的重视. 研究
ICAM-1在胃癌侵
袭转移的不同阶
段相应的表达水
平及与其他细胞
因子间的相互作
用, 对于进一步明
确其在胃癌的发
生、发展及转移
过程中的作用机
制具有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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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ICAM-1的
结构、生物学特
征、在胃癌组织
中的表达及作用
机制等几个方面
作一综述, 并提出
了研究ICAM-1的
重点应放在其与
其他细胞因子的
相互作用关系的
观点.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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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与图1的比较, 本文采用的吸附实验以第3种

模拟胃液配置比例和实验测量的黏度数据

配比液进行.
编号

黏液

水

1
2
3

7.5
4.5
4.17

1
1
1

平均黏度

黏度偏差

95.5
31.9
25.5

±0.52%
±1.25%
±1.18%

2 吸附实验
2.1 实验方法 由于"胶囊"在胃肠道中取样口与
"胶囊"在胃肠道中取样口与
胶囊"在胃肠道中取样口与
"在胃肠道中取样口与
在胃肠道中取样口与
胃液接触的方式有很多种, 而且胶囊在胃肠道
中是不断蠕动的, 但取样的时间有限, 为保证取

100

h (MPa·s)

■创新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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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必须要求纤维有较强的
吸湿性. 本实验对多种吸湿材料用实验的方法
10

进行对比、分析, 在小烧杯放入合适量的模拟
胃液, 然后在取样空腔壳中放入适量的吸湿材
料, 在规定时间内测出吸附模拟胃液的质量, 为

1
0.01

0.1

1

10
g (1/s)

100

1000

了减小取样口与胃液的表面张力, 将吸湿材料
露出取样口, 克服表面张力的同时将胃液导入
空腔内, 完成取样. 测量标准可参见文献[11]. 实

图 1

同心圆筒黏度计测试的胃液的流变特性.

验仪器及用具: 小容量烧杯1个, 取样空腔壳5个,

肿瘤对胃壁的破坏和浸润, 使细胞内成分分解

镊子, 小塑料盒1个, 毛巾, 秒表, TG322A型微量

进入胃液; 肿瘤本身分泌和脱落的蛋白质成分

分析天平. 实验步骤如下:

进入胃液等是胃蛋白质含量升高的原因, 此外,

调节天平调水平(气泡在圆圈中心时即可), 调零.

当胃、十二指肠发生炎症或其他病变时, 由于
炎症使黏膜微循环及细胞膜通透性增加, 甚或
细胞死亡, 使包括蛋白质在内的血浆成分和细

将吸湿材料放入取样空腔壳, 选择合适的材料质量, 做测量实验.

胞内容物进入胃液, 使胃液蛋白质升高. 因此,
测定胃液蛋白质含量协助胃癌、胃十二指肠炎
症、溃疡的诊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9].

测出小塑料盒及取样空腔的质量. 取样空腔包括吸湿材
料. 将小塑料盒及取样空腔壳放入天平的左边, 测出质量.

1.2 模拟胃液的配置 胶囊在体内吸附胃液时, 影
响吸附效果的主要因素是黏度, 因此实验首先
需要配置类似胃液黏度的液体, 称"模拟胃液".

先将模拟胃液倒入小烧杯中, 再将装好吸湿材料的取样空腔
侵入液体中, 开始计时. 待时间到后, 将取样空腔壳取出.

胃液是一种剪切减薄性非牛顿液体, 他的黏度
是随着剪切速率的变化而变化的. 而在吸附实
验中由于吸附速度和孔都很小, 所以剪切速率

测量吸附后质量, 然后与吸附前的质量相减就得出实验吸附量.

也很小, 因此配置的模拟胃液可黏度稍大, 若实
验成功, 则实际黏度更小的胃液更容易吸附. 图
1是采用的仪器是日本产的Low-shear30同心圆

记录数据, 整理天平.

筒黏度计测试的胃液的流变特性[10]. 图中, 横坐

2.2 实验结果 吸附主要分为3个阶段: (1)接触期,

标g为剪切速率, 单位为1/s; 纵坐标h 为动力黏度,

(2)快速吸附期, (3)填充期. 一般材料在2-5 min

单位是mPa·s.

内会完成这3个阶段. 每一种材料由于本身的特

从图中可以看出, 随着剪切速率g 的增大, 胃

性, 形态的不同而影响他的吸附性能. 了解每种

液的黏度h 迅速下降; 但剪切速率g 增大到一定

材料的吸附原理可以使其发挥最好的吸附能

程度后, 胃液的黏度h 趋势近一常数, 并基本不

力, 达到微胶囊所需的要求. 表2给出了实验所

再随剪切速率g 的增大而下降. 根据图1的人的胃

采用的6种吸附材料, 他们分别是: 脱脂棉、精

液流变特性, 配置胃液在小剪切速率下的黏度.

制棉、棉线、普通海绵、进口抹布和德制胶棉

则配置黏度为25.4 MPa·s左右的模拟胃液, 模拟

的主要吸附特性、实验表现和对其性能的评议

胃液采用黏度为94 MPa·s的黏液和水来调和配

与结论. 图2中给出了由具体实验数据绘制的本

置. 表1给出了3种黏液和水配置比例、在室温

实验采用的6种材料的实验结果曲线, 可以看出:

条件下实验测量的黏度数据和黏度的偏差. 通

随着时间的增加, 吸附重量增加. 但是, 在前60 s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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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应用要点

吸附材料特性、实验表现及其评价
主要吸附特性

实验表现

评议或结论

1

脱脂棉

材料

主要是医用, 其吸水能力比
较弱, 在取样空腔中吸附液
体主要是靠引流进行取样,
可能出现倒流现象.

2

精制棉

由于必须将少量细纤维露出取样
口, 在脱脂棉充满整个取样空腔的
同时, 为避免倒流, 要求棉花取样口
与周围均匀的连续.
吸附效果相对脱脂棉弱一些.

3

棉线

精制棉 与脱脂棉的 吸附
原理很相似, 都是主要靠
引流来完成吸附.
吸水能力较好, 主要靠吸
水性和导流完成吸附.

实验中, 2 min内可以吸附较大量的液
体, 但这对填装脱脂棉的要求很高, 而
且为了破坏样液的表面张力, 必须有
少量纤维露出取样口.
精制棉之间有很多细小的棉絮, 这些
棉絮对引流有阻碍的作用.
前1 min主要靠吸水及其引流, 待空腔
内液体多些时, 加快了吸附速度. 但也
要将少量纤维露出取样口, 露出取样
口那部分棉线再分别导入其他棉线中.

4

普通海绵 海绵的吸水性一般, 但本
身的结 构有较好的 引流
性能.
进口抹布 有很强的吸水性, 但引流
能力比 较差、结构 较紧
密.
德制胶棉 吸水性很强, 类似于海绵
的结构, 并有较好的引流
性能.

棉线最大的缺点是为了破坏表面张
力必须有少量棉线露出取样口, 这
对模型上的设计增加了很大的困
难. 若特制"单头多尾"的棉线, 吸附
效果应该会更好.
放入空腔的海绵不宜太多, 在松弛
的状态下充满空腔, 并且与空腔壁
有小量间隙为佳.
吸水性较强, 较稳定, 且不用破坏液
体表面张力就能吸附到液体, 可减
少模型设计的困难.
超强的吸水性能避免破坏液体表面
张力的步骤, 减小了模型设计的困
难.

5

6

实验时只需要将少量海绵与取样空腔
外表面齐平就可吸附到液体, 通过海
绵内部的细孔将液体导入整个空腔.
实验中由于引流差, 所以影响了吸附
速度, 另外其结构紧密, 使得吸附量相
对较少.
在接触液体后, 吸附速率非常快, 约
15 s就能充满整个取样空腔, 在2 min
内基本上都能够吸附到足够的液体.

0.35
0.3
w(g)

0.25

脱脂棉

0.5

精制棉

0.4

0.2

棉线

0.15

普通海绵

0.1

进口抹布

0.05

德制胶棉

0
0
图 2

50

t /s

100

吸附量 (g)

编号

0.3
0.2
0.1
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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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材料吸附量mean与s

编号

脱脂棉

精制棉

棉线

普通海绵

进口抹布

德制胶棉

mean

0.2769
0.0427

0.2395
0.0228	

0.3145
0.0097

0.2368	
0.0308	

0.2749
0.0424

0.3288
0.0114

s

精制棉 脱脂棉

的时间里, 通常吸附速度较大(即曲线斜率大),

其他曲线的上方, 即他的平均吸附量具有明显

而当时间继续增加时, 吸附速度有所减慢; 从总

的优势. 平均吸附量稍差的是棉线, 他在前1 min

体吸附过程来看, 吸附性能由好至差的排序依

内吸附量相对偏底, 但在第2 min内速度有所提

次是: 德国胶棉、棉线、脱脂棉、进口抹布、

高, 最终也有较为充足的吸附量. 而精制棉和海

精制棉和普通海绵. 2 min时的最大吸附量相差

棉的相对与前2种材料在2 min内的吸附量偏底,

25.81%.

进口抹布在前1 min内吸附速度比较缓慢, 从第

2.3 讨论与结论 选择最合适的吸附材料是综合

2 min速度开始加快, 脱脂棉则比较平均. (2)材料

了材料的吸附量、吸附稳定性、可靠性及其可

吸附稳定性、可靠性的对比分析: 对测试数据

行性以及对取样机构模型设计的简单化等多方

可以以吸附的均值 c 和方差s来分析. 计算如下:
n

面的因素. (1)材料吸附量的对比分析:
由图3的趋势曲线图可以很明显的可以看
出, 德制胶棉平均吸附量在任何时间段都处于
www.wjgnet.com

mean为: c =

1

n

n

i

c
∑
=1
i

(c - c )
∑
i =1

i

s为: sc

=

n (n -1)

2

本文提出研究者
不能单纯从胃癌
患者的血清、
癌组织中检测
ICAM-1/sICAM-1
的表达来说明其
与胃癌侵袭转移
的关系及作用机
制, 更应该通过深
入研究ICAM-1/
sICAM-1与其他
细胞因子的相互
作用, 进一步明
确其在胃癌的发
生、发展及转移
过程中的作用机
制, 从而为开辟胃
癌诊断治疗的新
途径提供可靠的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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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近年来国
内外对ICAM-1与
胃癌侵袭、转移
关系的文献进行
综述, 比较系统、
深入, 体现了此课
题当前研究的最
高水平, 对相关课
题研究有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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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测量结果计算如表3所示: 以2 min吸附量数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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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其中c 越大说明材料的吸附量也越大; 而s
越小, 表明每次吸附量与平均值越接近, 因此吸

2

附的稳定性越高. 由表3样本平均值标准偏差的
估计值可知, 棉线和德制胶棉的吸附稳定性比
较好, 而其他4种材料均比较差, 且脱脂棉和进

3

口抹布的稳定性最差, 最大值同最小值相差超
过一倍. (3)对取样机构模型设计的简单化因素

4

的分析及其可行性:
吸附性能主要是综合材料的吸水能力和引
流性能好坏, 只有吸水能力很强的材料才不必
破坏液体与取样空腔表面的液体张力, 就可以
吸附到液体, 在本实验的6种材料中只有进口抹
布和德制胶棉有很强的吸水能力, 两种材料的
形态也都很适合放入取样空腔, 受时间、运输

6
7
8

等外部因素对他的吸附性能影响比较小.
总之, 通过对以上实验的综合分析, 以及对
以上几种因素讨论表明: 德制胶棉在各个因素
上都有明显的优势, 较适合作为胶囊取样机构
的吸附材料.

5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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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F-β家族在肝纤维化中的不同作用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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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组成. 人类T G F-β主要由血小板、活化的
单核细胞及巨噬细胞等合成. 自然界存在5种
TGF-β, 在哺乳动物中发现3种类型的TGF-β, 即
TGF-β1, TGF-β2和TGF-β3. 3者氨基酸序列有
60%-80%相同, 且生物活性相似. 人TGF-β1基

摘要
转化生长因子β (T G F-β)是一组多功能多肽
生长因子, 参与细胞生长分化、免疫调节、
伤口愈合、血管形成、胚胎形成和细胞凋亡
等. 迄今为止, 哺乳动物类发现有3种TGF-β,
即TGF-β1, TGF-β2和TGF-β3. 尽管在许多实
验中3种TGF-β生物行为相似, 但是在胚胎形
成、组织纤维化及伤口愈合过程中他们的调
控机制及表达各不相同, 尤其在肝纤维化形成
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本文就TGF-β 3种亚
型与肝纤维化之间关系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
综述.
关键词: 转化生长因子β; 肝纤维化

因位于染色体19q13.1-q13.3, TGF-β2基因位于
1q41, TGF-β3基因位于染色体14q23-q24, 3者序
列都高度保守. 许多细胞表面都有转化生长因
子β受体(TGF-βR). TGF-βR存在着3种形式, M r
为53 000, 70 000-85 000和250 000-350 000. Ⅰ,
Ⅱ, Ⅲ型TGF-βR均为糖蛋白, TGF-βRⅠ和TGFβRⅡ属于跨膜Ser/Thr激酶受体家族, 具有内在
的激酶活性, 是介导TGF-β信号转导所必需的.
TGF-βRⅢ胞内段缺乏激酶活性, 不直接参与信
号转导, 主要调节TGF-β同信号受体的结合. 他
与TGF-β1, TGF-β2和TGF-β3 3者的亲和力相
似[5]. TGF-β与TGF-βRⅡ结合, 形成复合物, 此
时, TGF-β构象改变, 被TGF-βRⅠ所识别并结合

余姣, 徐可树. TGF-β家族在肝纤维化中的不同作用及对策. 世

形成TGF-βRⅡ/TGF-β/TGF-βRⅠ三聚体. 复合

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8):2789-2792

物中的TGF-βRⅠ被TGF-βRⅡ磷酸化而活化, 活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789.asp

化的TGF-βRⅠ发挥其激酶作用, 使位于细胞质
的受体特异性Smad2和Smad3在靠近C2末端的
SSXS序列处磷酸化, 磷酸化的Smad2和Smad3与

0 引言
肝纤维化形成过程包括一系列细胞因子和化

Smad4形成复合物后进入细胞核, 与其他转录因

学介质共同作用于肝星状细胞(HSC)使其激活,

子共同调节相应靶基因转录, 在细胞水平介导

产生大量的细胞外基质(E C M), 此外, 肝内金

TGF-β的生物学效应[6-10]. 此外, Smad分子作为细

属蛋白酶(MMP)活性下降, 金属蛋白酶抑制剂

胞内TGF-β信号转导的中介, 可与TGF-β反应元

(TIMP)产生过多, 致使ECM降解减少, 从而ECM

件(TβRE)相结合, 并刺激CoL1A2 [a2(Ⅰ)胶原基

[1-4]

在肝内大量沉积

. TGF-β作为重要的细胞因子

因上游序列]转录. 有研究显示, 在活化的HSC中,

参与了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 我们旨在阐述

TGF-β/Smad信号的异常加快了胶原基因的转

TGF-β 3种亚型在肝纤维化中的不同作用及相

录. 原代培养的成纤维细胞(FSC)予TGF-β处理

应的治疗对策.

后, CoL1A2转录可增加10倍[11]. Dooley et al [12]在
研究TGF-β1诱导的Smad2磷酸化时发现, HSC和

1 转化生长因子β家族(TGF-βs)

转分化成纤维细胞(MFB)对TGF-β1会产生不同

TGF-β最早由Delarco和Todoro从鼠肉瘤病毒

的反应. 在HSC中TGF-β依赖的磷酸化Smad2明

转化的3T3细胞无血清培养液中分离得到, 是

显升高, 而在MFB中, 磷酸化的Smad2数量较少.

一组诱导非瘤细胞表达转化表型的多肽类物

进一步研究发现, 导致此种现象不是由于磷酸

质, 其结构是由2个相同或相近的M r1 215 000

化的Smad2快速降解, 而是TGF-β信号转导下降

亚单位借二硫键连接的同源或异源二聚体碱性

所致. 研究还显示, TGF-β1可通过HSC上TGF-β

www.wjgnet.com

■背景资料

TGF-β家族与肝
纤维化的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
本文旨在总结
TGF-β1, TGF-β2
和TGF-β3在肝纤
维化中的不同作
用及对策. 目前关
于TGF-β3在肝纤
维化发生、发展
中的作用相关报
道甚少, TGF-β3
是否具抗肝纤维
化的作用以及其
作用机制尚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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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题合理, 综
述内容与题目相
符, 基本上阐述了
TGF-β家族在肝
纤维化中的不同
作用, 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该领域
学术界的研究现
状, 内容详实, 条
理清楚, 依据基本
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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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型受体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RAS/ERK),

单核细胞有趋化作用等[21-22]. 张立煌 et al [23]研究

而作用于转录因子S S P-1, N F-1, 增强前胶原

发现, 各型肝炎患者TGF-β1活性较正常对照组

a1(Ⅰ)基因转录, 从而刺激胶原及纤维结合蛋白

都明显增高, 随着病情的发展, TGF-β1活性逐渐

的表达

[13]

. TGF-β1还能刺激HSC合成透明质酸

增高, Ⅲ型前胶原(PC Ⅲ)、透明质酸(HA)、层
黏蛋白(LN)含量也明显增加. Wu et al [24]研究发

及硫酸软骨素.

现, 随着肝纤维化进展, TGF-β1的血浆水平, a-

2 TGF-β与肝纤维化
2.1 TGF-βs在肝脏中的定位和表达 在正常肝组
织中, TGF-β1主要表达于枯否细胞, TGF-β2与
TGF-β3的表达则远弱于TGF-β1, TGF-β3仅在
HSC表达. 在肝纤维化组织中, TGF-β1 mRNA大
量表达于所有窦内皮细胞, 而TGF-β2和TGF-β3
则不能被检测到. Demirci et al [14]检测了具有
排斥反应的肝移植患者的肝组织, 同样发现

肌动蛋白(a-SMA), 尿激酶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
剂(uPA)和纤溶酶原活化因子抑制剂1(PAI-1)的
蛋白表达增加. 说明, TGF-β1活性较好的反映肝
纤维化进展状况, 是促进肝纤维化的重要因子.
此外, 研究还显示, TGF-β1可抑制谷氨酰半胱氨
酸连接酶的表达, 促进肝细胞损害[25], TGF-β1还
能抑制肝细胞DNA合成, 阻止肝细胞再生[26-27].

TGF-β1主要表达于巨噬细胞, TGF-β3也主要存

3 针对TGF-β治疗肝纤维化的策略

在于HSC. 且其分布与肌腱蛋白(一种与早期基

应用反义T G F-β拮抗T G F-β的作用. 有报道将

质形成有关的ECM分子)一致, 说明TGF-β3可能

TGF-β1基因序列反向导入逆转录病毒载体构建

参与了纤维化形成的早期阶段. Wickert et al [15]

反义TGF-β1逆转录病毒载体, 将其整合HSC, 可

采用实时定量PCR检测HSC转化为肌成纤维细

在基因转录、翻译水平阻止H S C中T G F-β1的

胞(FSC)过程中TGF-β 3种亚型mRNA表达, 结

表达, 同时降低Ⅰ型胶原mRNA表达[28]. 可溶性

果表明, 在绝大多数样本中TGF-β1为主要亚型,

新型缺陷型Ⅱ型TGF-β受体(由TβRⅡ胞外区与

TGF-β3次之, TGF-β2含量极少. 静止和活化的肝

IgFc段融合形成的嵌合分子)可拮抗TGF-β的作

HSC中均可见TGF-β1和TGF-β3 mRNA的表达,

用[29-31]. Zheng et al [32]隔日给予鼠可溶性新型缺

而TGF-β2 mRNA仅检测到极低浓度. 放射线照

陷型Ⅱ型TGF-β受体, 1 mg/d, 可明显改善其X线

射肝脏的后期可导致肝纤维化, Seong et al [16]研

照射所致的纤维化. 中和TGF-β及抑制TGF-β合

究了在肝纤维化发生之前是否存在TGF-β表达

成的药物. 研究发现, 秋水仙碱药物血清能抑制

的早期改变. 以g射线照射SD大鼠28 d, 并且依次

HSC产生TGF-β1, 阻止自分泌放大过程, 减少胶

处死照射0-28 d的大鼠. 结果显示, 肝脏被照射

原等ECM的合成[33]. 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能明

28 d后虽没有发生纤维化, 但TGF-β1和TGF-β3

显降低前胶原及TGF-β mRNA水平, 具有明显的

mRNA的表达各具不同: TGF-β1 mRNA水平

阻止及改善肝纤维化的作用[34-36]. IFN-a, β, g均

逐渐升高, 在28 d时达到最高水平, 而TGF-β3

能抑制3T3L细胞增殖并且下调TGF-β及前胶原

m R N A则由第7天的高峰水平逐渐降低到28
天的高峰水平逐渐降低到28
的高峰水平逐渐降低到28 d

mRNA水平. 地塞米松可在转录水平抑制胶原基

时的最低水平. 免疫组化也证实了T G F-β1和

因表达. TGF-β可上调胶原基因的启动活性, 同

TGF-β3蛋白的表达呈同样的变化趋势, 这些说

时地塞米松可拮抗TGF-β对胶原基因启动活性

明在射线照射后的早期就存在TGF-β表达的改

的上调作用. 丹参可抑制TGF-β1刺激的HSC胶

变, 而TGF-β1和TGF-β3 mRNA的表达模式的不

原分泌量, 下调Ⅰ型胶原基因表达; 此外, 丹参

同提示: 在放射性肝纤维化形成过程中, TGF-β1

还可拮抗TGF-β刺激的肝星状细胞内Smad2/3蛋

具有促纤维化作用, 而TGF-β3可能具有抗纤维

白表达, 尤其是Smad2的磷酸化与核转化, 干扰

化形成的作用.

TGF-β在HSC内的信号转导[37].

2.2 TGF-β在肝纤维化中的作用 已有文献报道,

肝纤维化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TGF-β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发展中的作用:
发展中的作用: (1)促进

TGF-β家族与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HSC转化为FSC, 并刺激FSC合成ECM

[17-18]

; (2)

目前关于TGF-β3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过程中

抑制胶原酶及基质降解, 刺激TIMP产生, 抑制

的作用相关报道甚少. 随着对TGF-β在细胞分子

MMP的活性

[19-20]

; (3)刺激枯否细胞的活化和迁

水平的进一步研究, 肝纤维化的形成机制将进

移, 并分泌某些细胞因子如IL-2, 6等; (4)提高细

一步得到阐明, 针对TGF-β的治疗将有助于肝纤

胞黏附分子的作用, 引起炎症反应; (5)对FSC、

维化防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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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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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 010-64889894; 传真: 010-64889892; E-mail: wangyue@sun5.ibp.ac.cn).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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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 M :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c-fos in
the hepatocytes of Rhesus macaque under
hypergravity (+Gx) loads.
METHODS: A total of 9 male Rhesus macaqu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 groups
(n = 7) and control group (n = 2). The animals
in control group was exposed to +1Gx/300s
overloads, and thos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ere exposed to the overloads of +15Gx/200s (n
= 2), +21Gx/165s (n = 2) and +21Gx/140s (n = 3),
respectively. Liver tissue was fixed with 40 g/L
buffered formaldehyde and embedded with
paraffin, and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under microscope. The expression of
c-fos was detected by an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found in the liver; the expression of c-fos was
detected in the cytoplasm of hepatocytes, with a
tendency of enhancement as the dosage of hypergravity increased. In the control group, no significant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c-fos was also remarkably
decreased.
CONCLUSION: Overload of gravity can induce
significant injuries of the liver in Rhesus macaque�.
Key Words: Hypergravity; c-fos expression; Rhesus
macaque; Liver injury
Niu ZY, Zhang JZ, Shi SG, Wu B, Li D, Dang P, Kan GH.
Effect of hypergravity on expression of c-fos gene in
hepatocytes of Rhesus macaqu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8):2793-2795

摘要
目的: 观察航天应急返回过程中高正加速度
(+Gx)对肝脏细胞c-fos基因表达的影响.
方法: 选用♂猕猴(共9只)为对象, 随机分为
4组, 对照组承受+1Gx, 300 s的超重作用; 实
验组根据承受过载峰值的大小分为3个亚组,
其承受过载峰值分别为+15Gx, 200 s; +18Gx,
165 s; +21Gx, 140 s. 观察高+Gx对猴肝脏细胞
c-fos基因表达的影响.
结果: 实验组肝脏细胞胞质呈现不同程度的
水肿及泡状变性, c-fos基因表达明显增强, 呈
弥漫性细胞质内棕黄色着色; 肝细胞c-fos基
因表达程度随超重剂量的增加有增强趋势. 对
照组肝脏组织病理学改变程度明显较实验组
轻微, c-fos基因表达亦明显减弱.
结论: +Gx可引起猴肝脏组织细胞c-fos基因表
达增强, 提示有早期肝脏组织损伤.
关键词: 高正加速度; 恒河猴; c-fos表达; 肝损伤
牛忠英, 张建中, 施生根, 吴斌, 李冬, 党平, 阚广捍. 高

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cytoplasmic swelling and alveolar degeneration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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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载人飞船在上升
或返回, 特别是在
主动段大气层外
弹道式应急返回
时, 航天员会遇到
强大的胸 – 背向
超重(+Gx)作用.
高过载环境是航
空航天活动中对
人体有较大影响
的因素之一, 阐
明其发生发展机
制, 对于+Gx的致
伤效应的防治具
有重要意义. 高
+Gx作用对机体
重要器官的损伤
是一个复杂的病
理生理过程, c-fos
基因作为核转录
因子, 是调控器官
和组织对刺激应
答合成效应蛋白
的重要开关之一,
通过研究即刻基
因c-fos基因在高
+Gx作用肝脏组
织细胞损伤中的
表达规律, 有助于
深入探讨其在肝
脏组织损伤发生
和损伤后修复中
的作用及其机制
及进一步提出相
应的防护措施.

2794
■应用要点

为了保证航天员
的安全, 载人飞船
在应急返回时, 其
过载最好不要超
过15G, 应避免出
现更高G值的工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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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引言
载人飞船上升和返回过程中, 特别是在应急返
回时, 航天员可能会受到较大的胸-背向高正加
速度(+Gx)的作用或失重后+Gx的影响 [1]. 有研
究表明, 超过+3Gx负荷可引起大鼠脑组织能量
代谢变化, +Gx负荷可以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
引起脑功能的改变和工作效率的降低[2-3]. c-fos
基因是一种即刻早期基因, c-fos基因的表达产
物Fos蛋白与靶基因的特异序列结合, 调节其转
录水平发挥信使作用, 参与调节细胞内诸多下
游基因的转录[4].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讨模拟飞船
应急返回时高+Gx对猴肝脏细胞c-fos基因表达
的影响, 以期能更深入的了解高+Gx作用对机体
重要器官造成的早期损伤, 为进一步研究改善
和提高机体抗损伤能力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实验用♂恒河猴9只, 年龄5-12岁(青壮

B

图 1 肝脏组织病理学改变(HE×100). A: 实验组(肝细胞明
显水肿及空泡性变, 肝细胞索紊乱, 肝窦闭合; B: 对照组(正
常肝组织, 未见明显的病理改变).

年), 体质量5-8 kg, 健康, 无人畜共患病, 不携带
B病毒、结核杆菌等致病因子. 随机分为对照组

中, 背角700. 离心机在动物清醒后开始运转, 对

2 结果
2.1 肉眼所见 对照组: 肝脏表面无明显变化; 实
验组: 肝脏表面均可见多个大小不等的出血点或
出血斑, 这些改变随着+Gx值的加大而更加明显.
2.2 组织病理学 对照组: 肝脏组织为正常肝脏
组织特征, 肝小叶及肝细胞索结构有序, 未见出
血、变性性改变(图1A); 实验组: 15 Gx和18 Gx
以及21 Gx组猴肝脏组织结构紊乱, 肝细胞不同
程度水肿, 肝实质内及包膜下灶性出血增加, 病
变程度随Gx增加而加重(图2A). 部分中央静脉
及肝窦扩张、淤血.
2.3 免疫组织化学 实验组肝脏细胞胞质呈现不

照组与实验组动物分别承受相应的胸-背向+Gx

同程度的水肿及泡状变性(图1A), c-fos基因表

作用. 实验结束后, 动物由吊篮移到解剖台, 放血

达明显增强, 呈弥漫性细胞质和细胞膜内棕黄

处死, 取材. 取实验动物的肺组织用40 g/L中性

色着色(图2A); 肝细胞 c-fos基因表达程度随超

缓冲甲醛溶液固定, 采用常规方法进行脱水, 石

重剂量的增加有增强趋势. 肝内胆管、血管和

蜡包埋, 5 µm连续切片, 苏木精伊红染色, 光学显

枯否细胞等不表达该抗原; 对照组肝脏组织病

和实验组. 对照组: ＋1 Gx, 300 s(n = 2只); 实验
组: 根据承受+Gx峰值的大小分为3个亚组. 1组为
15 Gx, 200 s(n = 2只); 2组为18 Gx(n = 2只), 165 s;
3组为21 Gx, 140 s(n = 3只).
1.2 方法 实验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离心机实验
室进行, 采用经过技术改造后的五八型动物离心
机. 该离心机在计算机控制下, 模拟飞行器应急
返回时产生的抛物线型高+Gx. 动物禁食8 h后运
至离心机实验室, 使用846合剂(0.15-0.2 mL/kg)
进行后肢肌肉注射麻醉, 仰卧固定于离心机吊篮

■名词解释

1 +Gx: (飞行器运
行过程中的)超重
或过载, 本文是指
飞船乘员在上升
或返回途中受到
强大的胸-背向超
重作用.
2 c-fos: 是一种即
刻反应基因. 人体
在受到缺氧、疼
痛、机械和光电
等刺激后, 体内一
些重要器官功能
活动的信号转导
和调控过程发生
应急反应, c-fos 等
基因首先活化和
表达.

TM

微镜下(×100)观察. 采用免疫组化PicTure 两步

理学改变程度明显较实验组轻微(图1B), c-fos

法, 观察模拟+Gx环境对肝组织c-fos表达的影响

基因表达亦明显减弱(图2B).

(PV-6000试剂盒为美国Zymed公司产品, 抗c-fos
为美国Santa Cruz公司产品). 实验步骤按照试剂

3 讨论

盒要求程序进行, 光学显微镜下分别观察对照

c-fos基因是一种即刻基因, 与多数细胞增殖有
关, 其编码蛋白在细胞核内起着转录因子即"第
三信使"的作用, 参与调节细胞内诸多下游基因
的转录. 正常状态时该转录因子参与调节细胞凋

组、实验组高+Gx对肝组织细胞c-fos 表达的影
响. 判断结果的指标: c-fos阳性反应细胞为细胞
质和细胞膜着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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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B

A

高+GX对猴肝细
胞影响的研究较
少, 因此, 研究有
一定的新颖性, 能
较好地反映航天
医学基础研究的
先进水平.

→
图 2 肝组织c-fos表达(PicTureTM两步法×100). A: 实验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肝细胞质和细胞膜呈棕黄色颗粒状着色); B:
对照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肝细胞呈淡黄色着色).

亡与增殖以及信号传递等生理过程, 并参与脑
[5]

高+Gx作用对机体重要器官的损伤是一个

功能活动的信号转导和调控过程 . 在非正常条

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 c-fos基因作为核转录因子,

件下, 多种刺激因子, 如自由基、细胞因子(IL-6,

是调控器官和组织对刺激应答合成效应蛋白的

TNF)、缺氧、缺血、光线刺激、机械力刺激、

重要开关之一, 通过研究即刻基因c-fos基因在高

疼痛刺激等均可以诱导细胞中c-fos基因的表达.

+Gx作用肝脏组织细胞损伤中的表达规律, 有助

缺血-再灌注可诱导心肌细胞c-fos基因表达明显

于深入探讨其在肝脏组织损伤发生和损伤后修

增强[6]. c-fos基因的表达产物Fos蛋白与靶基因

复中的作用及其机制及进一步提出相应的防护

的特异序列结合, 可以调节其转录水平并发挥

措施.

信使作用, 靶基因为阿片肽基因, 通过调节中枢
神经系统阿片肽的水平调控痛觉[7]. c-fos基因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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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标志物, 了解机体重要器官的早期响应及其
程度. 高+Gx是航天活动中的对机体产生较大影
响重要因素之一, 动物实验研究已经证实, +Gx
负荷可以导致脑组织缺血缺氧 [8-9]. 随着航天科
技的高速发展, 航天器所产生的+Gx逐渐减小,
一般在+5Gx以内. 但是, 在航天器应急返回过程
中仍然可能产生+10-+15 Gx, 甚至更大的+Gx[10].
为了保证航天员的安全, 载人飞船在应急返回
时, 其过载最好不要超过15G, 应避免出现更高
G值的工况[11]. 本研究以猴为实验动物, 采用组

2

3

4

5

6

织病理学和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 观察了不同
+Gx对猴肝脏组织肝细胞c-fos基因表达的变化.

7

本研究结果显示, 高+G x可诱导猴肝脏肝细胞

8

c-fos基因的表达增强, 其表达程度随+Gx值的
加大而增加. 提示在高+G x作用下猴肝脏肝细
胞c-fos基因被激活, 参与调节细胞的凋亡过程,
还可能参与调节细胞的增殖过程. 细胞凋亡与
细胞增殖的双重调控意义在于受损细胞发生凋
亡被淘汰的同时, 促使细胞增殖以替代凋亡细
胞用于修复损伤, 从而维持重要脏器细胞增殖
与凋亡的平衡.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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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氧化氮在雷贝拉唑对大鼠胃黏膜损伤保护中的作用
乐桥良, 林克荣, 张志坚

■背景资料

一氧化氮合成酶
(NOS)广泛存在
于胃肠道中, 其
产物NO可增加胃
肠道黏膜上皮屏
障、刺激上皮细
胞分泌黏液和碳
酸氢盐、减少中
性粒细胞黏附、
增加肥大细胞稳
定性、抗自由基
作用及增加黏膜
血流量等调节胃
肠道黏膜防御功
能, 对胃肠道黏膜
损伤有重要保护
作用. PPI通过抑
制胃壁细胞分泌
小管的H+/K+-ATP
酶, 抑制胃酸分泌
治疗消化性溃疡,
但对胃黏膜亦有
保护作用, 这方面
研究较少, 其机制
目前不清楚. 有关
NO是否介导雷贝
拉唑对胃黏膜保
护作用尚未见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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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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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role of nitric oxide (NO) in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rabeprazole on the gastric
mucosal lesions in rats.
METHODS: Before gastric mucosal lesion
was made in rats by pure alcohol, rabeprazole
(20 mg/kg) was administered into the gastric
chamber and Nω-nitro-l-arginine methyl ester (lNAME, 4 mg/kg), l-arginine (250 mg/kg) and
d-arginine (250 mg/kg) were injected into the
vein. Gastric mucosal blood flow (GMBF) was
assessed with laser Doppler flowmetry (LDF);
gastric mucosal and serum NO - 2 /NO - 3 were
measured by cadmium granulation reduction
and colorimetric method; and the changes of
ulcer index and the severity of tissue necrosis as
well as neutrophil infiltration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Ulcer index of the rabeprazole
group was marked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s (5.5 ± 0.5 vs 25.2 ± 2.3, P < 0.01), and the
degrees of tissue necrosis and neutrophil infilt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milder (necrosis ++ +++/≤+: 1/9 vs 8/2, P < 0.01; infiltration ++ -

+++/≤+: 3/7 vs 9/1, P < 0.01).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rabeprazol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by prior administration of l-NAM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l-NAME was antagonized by prior
administration of l-arginine, but not d-arginine.
Rabeprazole administered into the gastric chamber obviously increased GMBF, gastric mucosal
and serum NO-2/NO-3, which was prevented by
pretreatment with l-NAME, but the antisecretory effect of rabeprazole was not affected by
l-NAME.
CONCLUSION: Rabeprazole can exert important protection against gastric mucosal lesions
in rats mediated by nitric oxide, and the action
of rabeprazole against gastric acid secretion contributes little to the protective effect.
Key Words: Nitric oxide; Rabeprazole; Gastric mucosal lesion; Cytoprotection
Le QL, Lin KR, Zhang ZJ. Role of nitric oxide in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rabeprazole on gastric
mucosal lesions in ra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8):2796-2800

摘要
目的: 探讨一氧化氮(NO)在雷贝拉唑对大鼠
胃黏膜损伤保护中的作用.
方法: 在乙醇诱导大鼠胃黏膜损伤前, 预先给
予雷贝拉唑(20 mg/kg)灌胃, l -硝基-精氨酸甲
酯(l -NAME, 4 mg/kg)、l -精氨酸(250 mg/kg)
及d -精氨酸(250 mg/kg)iv. 采用激光多普勒血
流计(LDF)测定胃黏膜血流量(GMBF), 采用
镉粒还原和比色法测定胃黏膜和血浆N O - 2 /
NO-3含量, 并观察胃黏膜损伤指数(UI)、溃疡
坏死组织和中性粒细胞浸润严重程度的变化.
结果: 与模型损伤组比, 雷贝拉唑组大鼠UI明
显降低(5.5±0.5 vs 25.2±2.3, P <0.01), 溃疡坏
死组织和中性粒细胞浸润程度明显减轻(坏死
物质++ → +++/≤+: 1/9 vs 8/2, P <0.01; 中性粒
细胞++ → +++/≤+: 3/7 vs 9/1, P <0.01). 预先
用l -NAME处理后, 雷贝拉唑保护胃黏膜损伤
作用明显减弱; l -NAME抑制作用可被l -精氨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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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拮抗, 而不被d -精氨酸拮抗. 向胃内灌注雷
贝拉唑, 可增加GMBF、胃黏膜和血浆NO-2/
NO-3, l -NAME可逆转这种作用, 但对雷贝拉唑
抑制酸分泌作用无明显影响.
结论: 雷贝拉唑对大鼠胃黏膜损伤保护作用
与NO有关, 而与雷贝拉唑抑制酸分泌作用无关.
关键词: 一氧化氮; 雷贝拉唑; 胃黏膜损伤; 细胞
保护
乐桥良, 林克荣, 张志坚. 一氧化氮在雷贝拉唑对大鼠胃黏膜损

kg) ip麻醉, 用无水乙醇1 mL灌胃, 制备胃黏膜
损伤模型, 1 h后腹正中切口进入腹腔, 沿胃大弯
处剪开胃, 并进行各项实验指标测定. 取SD大鼠
100只, 分为6组, Ⅰ-Ⅳ组每组20只, Ⅴ, Ⅵ组每组
10只.Ⅰ组: 假手术组, 作为正常对照; Ⅱ组: 损
伤模型组, 作为损伤对照; Ⅲ组: 雷贝拉唑组, 在
用无水乙醇灌胃30 min前, 向胃内灌注雷贝拉唑
(20 mg/kg). Ⅳ组: l -NAME组, 用雷贝拉唑灌胃
前20 min, iv l -NAME(4 mg/kg); Ⅴ组: l -精氨酸
(L -arginine)组, 在iv l -NAME 15 min前, iv l -精氨

伤保护中的作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8):2796-2800

酸(250 mg/kg); Ⅵ组: d -精氨酸(d -arginine)组, 在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796.asp

iv l -NAME 15 min前, iv d -精氨酸(250 mg/kg).Ⅰ
-Ⅳ组又各分成2小组, 每小组10只, 其中1小组
用于胃酸、胃黏膜血流量、胃黏膜和血浆NO-2/

0 引言
雷贝拉唑(rabeprazole)是人工合成的新一代质子

NO-3测定, 另1小组用于胃黏膜损伤指数判定和

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 PPI), 对酸分泌

组织学观察. 对照组给予等量的生理盐水.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1-3]

; 同时对胃黏膜具有保护

1.2.1 胃黏膜损伤指数判定 按Guth标准计算溃

, 但这方面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一氧

疡指数(ulcer index, UI), 处死动物, 取出胃及

化氮(nitric oxide, NO)是扩血管物质, 可增加胃

十二肠, 沿大弯侧剪开后, 展平, 按溃疡或糜烂

黏膜血流量(G M B F), 对胃黏膜具有保护作

面积大小给予计分: 斑点状糜烂为1分, 糜烂

[4-13]

作用

用[14-23]. 本实验研究NO在雷贝拉唑对大鼠胃黏

<1 mm为2分, 糜烂介于1-2 mm之间为3分, 糜烂

膜损伤保护中的作用, 以探讨雷贝拉唑对胃黏

为2-4 mm为4分, 糜烂>4 mm为5分.

膜保护作用的可能机制.

1.2.2 组织学观察 全胃用40 g/L甲醛固定, 制成
石蜡切片, HE染色光镜下观察, 评定标准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坏死物质: 未见为0, 仅在溃疡底面边缘有少

1.1 材料 纯种、♂、健康SD大鼠(上海西普尔-

许为(+), 薄层覆盖整个溃疡底为(++), 厚层覆盖

必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提供), 体质量215-265 g,

为(+++). (2)中性粒细胞浸润: 未见为0, 偶见(+),

实验前禁食24 h, 但不禁水. 雷贝拉唑是西安杨

明显(+++), 介于后两者之间为(++).

森制药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 l -硝基-精氨酸甲

1.2.3 GMBF测定 采用LDF测定GMBF, 开机预热

酯(Nω-nitro-l -arginine methyl ester, l -NAME)为

30 min调出LDF-Ⅲ GMBF测定程序, 从胃大弯

Sigma公司产品, l -精氨酸、d -精氨酸为上海华美

处作一小切口, 用LDF的探头轻轻垂直地接触胃

工程公司产品. 镉粒为上海亭新工厂产品, 甘氨

黏膜表面, 待血流稳定后, 在胃体大小弯、胃窦

酸、亚硝酸盐为上海试剂一厂产品, 硫酸铜、

大小弯取4点测定GMBF, 取其平均值, 以激光多

N-1-奈乙胺盐酸盐为上海试剂三厂产品, 对氨

普勒信号电压值(mV)表示血流量的相对数值.

基苯磺酸为上海山海科技研究所产品, 硫酸、

1.2.4 NO-2/NO-3含量测定 用钝性刀片刮取胃黏

硫酸锌、氢氧化钠、酚红为上海试剂二厂产品.

膜, 组织匀浆, 离心后取上清液, -20℃贮存待测;

XHF-1高速分解器为上海金山生化仪器厂产品,

取外周血2 mL, EDTA抗凝, 离心后取上清液,

TG328 B型分析天平为上海天平仪器厂产品, 801

-20℃贮存待测; NO-2/NO-3含量采用镉粒还原和

型离心机为上海手术器械厂产品, 724微机型可

比色法测定[24].

见分光光度计为上海光学仪器厂产品, 眼科手

1.2.5 胃液pH测定 取胃液2 mL, 加酚红指示剂2

术器械一套. 激光多普勒血流计(LDF), LDF-Ⅲ

滴, 黄色表示有胃酸存在. 用0.1 mol/L氢氧化钠

型, 南开大学制造, 技术参数如下: He-Ne光源,

滴定至粉红色. 所耗氢氧化钠毫升数乘以50, 即

功率2 mW, 输出功率>1 mW, 光纤长2.5 m, 测定

为胃酸浓度(mmol/L), 并换算成pH.

范围为1 mm半球区域, 量程选×1档, 时间常数

统计学处理 多组计量资料之间比较采用方

1 s档, 频率为4 kHz.

差分析, 组间两两比较用q 检验; 方差不齐时, 用

1.2 方法 大鼠禁食24 h后, 30 g/L戊巴比钠(4 mg/

秩和检验. 计数资料之间采用c2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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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研究结果显
示, NOS拮抗剂
l -NAME可明显
减弱雷贝拉唑对
胃黏膜损伤保护
作用, l -NAME抑
制作用可被NO前
体l -精氨酸拮抗,
而 不 被d - 精 氨 酸
(非有效前体)拮
抗; 雷贝拉唑可增
加胃黏膜血流量
(GMBF)、胃黏膜
和血浆NO-2/NO-3,
l -NAME可逆转
这种作用, 但对雷
贝拉唑抑制酸分
泌作用无明显影
响.表明NO通过
增加GMBF介导
了雷贝拉唑对胃
黏膜损伤保护, 而
与雷贝拉唑抑制
酸分泌作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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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胃黏膜损伤指数变化和组织学观察(n = 10)

表 1

2.1 UI测定 损伤模型组大鼠UI(25.2±2.3)比正
常对照组(0)明显升高(P <0.01); 雷贝拉唑组与损

分组

伤模型组比明显降低(P <0.01); l -NAME组与损

Ⅱ

伤模型组比无明显差异(P >0.05), 而比雷贝拉唑
组明显升高(P <0.01); l -精氨酸组与损伤模型组
和l -NAME组比均明显降低(P <0.01), d -精氨酸组
与损伤模型组和l -NAME组比均无明显差异, 而

UI

坏死物质

(mean±SD)

≤+ ++/+++

25.2±2.3

中性粒细胞
≤+

++/+++

2

8

1

9

Ⅲ

5.5±0.5b

9

1b

7

3b

Ⅳ

24.7±2.3d

2

8d

2

8d

Ⅴ

5.6±0.7

b

8

2

b

8

2b

25.0±2.6

d

8

d

2

8d

Ⅵ

2

比雷贝拉唑组明显升高(P <0.01)(表1).
2.2 胃组织学观察 损伤模型组大鼠溃疡底部可

b

P <0.01 vs Ⅱ组; dP <0.01 vs Ⅲ组.

见大量坏死物质, 周围组织中中性粒细胞浸润

表 2 Ⅰ-Ⅳ组大鼠GMBF、胃黏膜和血浆NO-2/NO -3及
胃液pH的变化(mean±SD, n = 10)

明显; 雷贝拉唑组溃疡底部坏死物质和周围组
织中中性粒细胞浸润均比损伤模型组明显减轻
(P <0.01); l -NAME组溃疡底部坏死物质和周围
组织中中性粒细胞浸润与损伤模型组比均无明
显差异(P >0.05), 而比雷贝拉唑组严重(P <0.01);

l -精氨酸组与损伤模型组和l -NAME组比二者均
明显减轻(P <0.01), 与雷贝拉唑组比无明显差异
(P >0.05), d -精氨酸组与损伤模型组和l -NAME
组比二者均无明显差异, 而比雷贝拉唑组严重

GMBF

分组

(mV)

胃黏膜NO-2/

血浆NO-2/

3

NO (nmol/L) NO-3 (μmol/L)

pH

Ⅰ

323±46 0.37±0.03 29.94±2.06 3.52±0.52

Ⅱ

197±22b 0.69±0.06b 54.56±4.24b 2.34±0.36a

Ⅲ

298±41 0.89±0.07 82.41±6.38

Ⅳ

192±25c 0.43±0.06d 32.68±3.45d 6.82±0.73

6.73±0.74

a

P <0.05, bP <0.01 vs Ⅰ, Ⅲ组; cP <0.05, dP <0.01 vs Ⅲ组.

(P <0.01)(表1).
2.3 GMBF 损伤模型组大鼠GMBF与正常对照组

伤, 在乙醇引起的溃疡模型中, 也能明显改善其

比明显降低(P <0.01), 雷贝拉唑组与损伤模型组

UI; Suzuki et al [5]报道雷贝拉唑对H pylori 引起的

比明显升高(P <0.05), l -NAME组与损伤模型组

蒙古沙鼠胃黏膜损伤有细胞保护作用的同时能

比无明显差异(P >0.05), 而比雷贝拉唑组明显降

加强细胞保护适应, 预先给阿司匹林、氯化氨

低(P <0.05)(表2).

或应激造成的实验性胃黏膜损伤的大鼠胃内灌

-

2.4 N O 2/N O 3含量 损伤模型组大鼠胃黏膜和

注雷贝拉唑, 能明显减轻胃黏膜损伤[6], 对胆汁

血浆N O - 2 /N O - 3 比正常对照组均非常显著增加

反流和应激引起的胃黏膜损害雷贝拉唑亦有很

-

(P <0.01); 雷贝拉唑组比正常对照组非常显著增

好的保护作用[7-8]; Laheij et al [9]报道雷贝拉唑能

加(P <0.01), 亦比损伤模型组明显增加(P <0.05);

明显减轻阿司匹林引起的胃黏膜损伤及胃肠道

l -NAME组与雷贝拉唑组比显著减少(P <0.01),
而与正常对照组比无明显差异(P >0.05, 表2).

反应, Shimatani et al [10]发现雷贝拉唑对NSAIDs
引起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有明显防治作用, 雷贝

2.5 胃液pH 损伤模型组大鼠胃液pH与正常对照

拉唑对危重患者应激性胃黏膜损害及胃黏膜出

组比明显降低(P <0.05), 雷贝拉唑组与损伤模型

血有很好的预防作用 [11], 对于志愿者口服阿司

组比明显升高(P <0.01), l -NAME组与雷贝拉唑

匹林引起的胃黏膜损伤潘托拉唑也有保护

组比无明显差异(P >0.05, 表2).

作 用[12-13]. 本实验结果显示, 预先用雷贝拉唑给
由乙醇诱导胃黏膜损伤大鼠灌胃, 与损伤模型

3 讨论

组比, 胃黏膜损伤指数明显降低, 病理组织观察,

雷贝拉唑是人工合成的质子泵抑制剂(p r o t o n

其溃疡坏死物质和周围中性粒细胞浸润亦明显

pump inhibitor, PPI), 通过抑制胃壁细胞分泌小

减少, 表明雷贝拉唑对大鼠胃黏膜损伤具有保

+

+

管的H /K -ATP酶, 使胃酸分泌的最终步骤阻断,

护作用.
N O是由血管内皮细胞产生血管舒张因

其抑制作用强而持久, 从而可以治疗消化性溃
疡

[1-3]

. 有研究表明, 雷贝拉唑对胃黏膜损伤具有

子

[14-15]

, 近年来有报道, N O对胃黏膜损伤有保

; Watanabe et al 报道雷贝拉唑能

护作用[14-23]; Konturek et al [16]发现NO介导了vit

有效预防乙醇引起大鼠胃体和胃窦的胃黏膜损

C保护健康志愿者口服阿斯匹林诱导的胃黏膜

保护作用

[4-13]

[4]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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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 NO抑制剂l -NAME能增加水应激的胃黏
膜损伤, 而NO前体l -精氨酸能明显减轻这种胃
黏膜损伤[17-19]; NO可减轻由乙醇诱导的实验性
胃黏膜损伤的严重程度

[20-23]

, Kalia et al

[20]

7

预先

用l -NAME(NOS抑制剂)处理大鼠, 发现会加重
由乙醇诱导的胃黏膜损伤, 并且这种胃黏膜损
伤能被l -精氨酸逆转, 而不被d -精氨酸逆转, 另

8

外, l -NAME能明显降低大鼠GMBF和胃黏膜血
红蛋含量[21], 表明NO对胃黏膜损伤有保护作用.
我们用l -N A M E预先处理大鼠, 能明显升高雷
贝拉唑降低的胃黏膜损伤指数, 溃疡底部坏死
物质增多, 周围中性粒细胞浸润也非常明显, 在

9

l -NAME给药15 min前给予l -精氨酸则能抑制这
种损伤作用, 表明NO介导了雷贝拉唑对胃黏膜
的保护作用.

10

本实验结果显示, 向胃内灌注雷贝拉唑, 能
明显增加胃黏膜和血浆N O - 2 /N O - 3 含量, 同时
GMBF亦升高, 而在雷贝拉唑灌胃前20 min给予

l -NAME则能逆转这种作用. 本实验结果还显示,
雷贝拉唑能著显提高胃液pH, 抑制胃酸分泌, 而

l -NAME则对雷贝拉唑抑制胃酸分泌的作用无

11

12

明显影响.
总之, 雷贝拉唑对大鼠胃黏膜损伤具有保
护作用, NO通过增加GMBF参与了这种保护作
用, 而与雷贝拉唑抑制胃酸分泌作用无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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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

第十九届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会议征文通知
本��
刊�
讯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决定于2007-08下旬在石家庄市召开第十九届全国中西
医结合消化学术交流会, 并同时举办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疾病诊治新进展学习班.

1 征文内容和要求
征文内容: (1)有关消化系统疾病包括食管、胃、肝、胰等诊疗、实验研究进展; (2)中西医结合对慢性肝炎
(病)、肝纤维化临床诊治以及基础、实验研究; (3)中西医结合对消化系统肿瘤诊治经验与实验研究; (4)中西医
结合对“淤血症”以及脾胃学说与脾虚证研究进展. 征文要求: 来稿请附800字论文摘要, 并附软盘或发电子邮
件至211zyke@163.com或czs.xiaohua@163.com(尽量以电子邮件发送). 征文请于2007-06-30前邮寄.

2 学习班招收对象
学习班招收对象: 从事中西医结合、中医或西医消化专业医师以上人员. 参加学习班者授予国家继续教育学分
12分；在大会有论文报告者另授继续教育学分6分.

3 联系方式
(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45号 解放军第211医院中医科(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
委员会), 邮编: 150080, 联系人: 李春雷, 贾云, 联系电话: 0451-57752440或86632450, 传真: 0451-86603878或
0451-57752440; (2) 河北省石家庄和平西路215号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邮编: 050000, 联系人: 姚希贤,
冯志杰, 联系电话: 0311-87222301或13333015658.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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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jd@wjgnet.com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年10月8日; 14(28): 2801-2805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临床经验 CLINICAL PRACTICE

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自身抗体的测定及意义
谭立明, 董 叶, 曹莉萍, 李 华, 蔡莉莉, 王园园

谭立明, 李华, 曹莉萍, 蔡莉莉, 王园园,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检验科 江西省南昌市 330006
董叶,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江西省南昌市
330006
通�����
讯����
作者��: 谭立明, 330006, 江西省南昌市民德路1号, 南昌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 yuuje@sohu.com
电话��: 0791-2867799
������������
收稿日期��: ��������������
2006-07-20 ������
接受日期��: ����������
2006-08-14

Detection of autoantibodies
for diagnosis of autoimmune
hepatitis
Li-Ming Tan, Ye Dong, Li-Ping Cao, Hua Li, Li-Li Cai,
Yuan-Yuan Wang
Li-Ming Tan, Li-Ping Cao, Hua Li, Li-Li Cai, Yuan-Yuan
Wa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6, Jiangxi Province, China
Ye Do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06, Jiangxi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Li-Ming Tan,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1 Minde Road, Nanchang 330006, Jiangxi Province,
China. yuuje@126.com
Received: 2006-07-20 Accepted: 2006-08-14

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autoantibody detec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autoimmune hepatitis (AIH).
METHODS: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anti-nuclear
antibody (ANA), anti-smooth muscle antibody
(SMA), antineutropil cytoplasmic antibody
(ANCA), and anti-mitochondrial antibody
(AMA) in patients with autoimmune hepatitis
(AIH, n = 47), non-autoimmune hepatitis (n
= 158) and healthy controls (n = 40).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content of anti-myeloperoxidase
(MPO) antibody. The result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ates
of ANA, SMA and ANCA showed that SMA
was found the highest in AIH patients (66.0%,
31/47),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non-AIH
www.wjgnet.com

patients (6.3%, 10/158). After chi-square test,
SMA and AMA and MPO were markedly different between AIH and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PBC) patients (P < 0.01). Finally, ANA, SMA
and ANCA were correlated with AIH-Ⅰ, antiliver/kidney microsomal antibody (LKM) with
AIH-Ⅱ, and anti-soluble liver antigen antibody
(SLA), ANCA with AIH-Ⅲ.
CONCLUSION: Detection of autoantibodies is
helpful in the diagnosis and therapy of AIH�.
Key Words: Autoimmune hepatitis; Anti-smooth
muscle antibody; Antineutropil cytoplasmic antibody;
Anti-nuclear antibody
Tan LM, Dong Y, Cao LP, Li H, Cai LL, Wang
YY. Detection of autoantibodies for diagnosis of
autoimmune hepatiti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8):2801-2805

■背景资料

自身免疫性肝病
正日益受到临床
的重视, 这类疾病
还可以病毒性肝
炎重叠并发, 一些
病毒感染的血清
学指标有可能掩
盖已经存在的自
身免疫性肝病. 因
此, 对一些长期肝
功能异常, 免疫球
蛋白增高的慢性
肝病患者应进行
自身免疫性肝病
的实验室诊断. 其
中自身抗体的检
测最为常用, 血清
自身抗体的检测
对诊断、治疗和
阻止自身免疫性
肝炎的发展有着
十分重要作用.

摘要
目的: 探讨自身抗体测定对诊断自身免疫性
肝炎的临床意义.
方法: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I I F)检测47例
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158例非自身免疫性
肝炎患者及40例健康体检者体内抗核抗体
(ANA)、抗平滑肌抗体(SMA)、抗中性粒细
胞胞质抗体(ANCA)、抗线粒体抗体(AMA)
等自身抗体, ELISA法检测抗MPO抗体, 并对
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ANA、SMA及ANCA检出率的比较,
结果显示A I H中阳性率最高为S M A(66.0%,
31/47), 而非A I H中则为6.3%(10/158), 两组
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 <0.01). 经χ 2检验,
SMA、AMA和MPO抗体检测在AIH与PBC
中, 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 <0.01). AIH各型自
身抗体检测结果表明, AIH-I与ANA、SMA和
ANCA相关, AIH-Ⅱ与LKM相关, 而AIH-Ⅲ与
SLA和ANCA相关.
结论: 血清自身抗体的检测对诊断、治疗和
阻止自身免疫性肝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作

■研发前沿

自身免疫性肝炎
患者检测自身抗
体对其疾病的诊
断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 但还有许
多机制不是十分
清楚; 对自身抗体
的检测目前大多
还是定性, 定量检
测将是今后研究
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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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研究对自身免
疫性肝炎患者血
清自身抗体进行
了检测, 并对其结
果进行了比较爱
玩耍的研究, 进一
步加深了对自身
免疫性肝炎与自
身抗体产生关系
的认识. 其创新之
处在于抗MPO抗
体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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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IH与非AIH患者检测ANA、SMA及ANCA的检出率
比较

关键词: 自身免疫性肝炎; 抗平滑肌抗体; 抗中性粒
细胞胞质抗体; 抗核抗体

疾病

ANA

n

阳性
AIH
47
Non AIH 158
合计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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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0
33
63

%
63.8
20.1
39.9

SMA
阳性
31
10
41

a

ANCA
%

阳性

66.0
6.3
20.0

b

29
6
35

%
61.7
3.8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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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身免疫性肝炎(autoimmune hepatitis, AIH)是
以肝细胞为靶抗原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也
是一种病因不明, 以肝脏门静脉周围病变为主
的慢性炎症病变, 同时外周血中常存在各种自
身抗体及高球蛋白血症. 主要影响女性, 其临床
表现是非特异的, A I H的诊断是在综合临床表
现, 血清学和免疫学的AIH特征并除外其他引起
肝病的原因之后得到的, 若不经治疗, 其预后较
差. AIH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 其诊断经常被忽
略, 患者既可无任何症状, 只是常规检测时发现
肝脏酶的轻度升高, 又可表现为爆发性的肝衰
竭, 病程进展的结局就是肝硬化. 我们应用免疫
荧光法对47例AIH患者及158例非AIH等患者进
行了自身抗体检测, 现将结果分析报告如下.

a

P <0.01 vs 与非AIH; bP <0.01 vs 与非AIH; cP <0.01 vs 与非

AIH.

muscle antibodies, ASA)、抗胃壁细胞抗体(antiparietal cell antibodies, PCA)、抗双链DNA(antideoxyribonucleic acid antibodies, ds-DNA)抗体、
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tineutrop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 ANCA)等自身抗体的试剂盒由德国
欧蒙公司生产, 选择Hep-2细胞和5种灵长类组织
(猴肝和心肌组织、骨骼肌、大鼠肝、肾和胃组
织)的冰冻切片作为抗原, 采用生物薄片马赛克技
术将6种细胞或组织组合成1个反应区的基质片
检测ANA、SMA、AMA、HRA、PCA和ASA;
抗肝肾微粒体抗体(anti-liver/kidney microsomal
antibodies, LKM)、抗可溶性肝抗原(anti-soluble
liver antigen antibodies, SLA)采用大鼠肝脏和肾
脏的冰冻组织切片; ds-DNA抗体采用绿蝇短膜
虫基质片; 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采用在生物薄
片马赛克上覆有中性粒细胞(乙醇或甲醛固定)、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47例AIH及158例非AIH患者均为南昌大

Hep-2细胞和灵长类肝组织的复合片, 4℃保存备
用. 操作方法严格按试剂说明及我室SOP标准文

学第二附属医院1998-07/2006-05门诊、住院确

件进行操作.

诊病例, 均符合2002年美国肝病学会(AASLD)诊

1.2.2 检测抗髓过氧化物酶抗体(anti-

断指南[1], 47例AIH患者中男性6例, 女性41例, 年
龄为4-67岁, 平均年龄为44岁; 其中AIH-Ⅰ型患
者32 例、AIH-Ⅱ患者8例和AIH-Ⅲ患者7例. 该
47例患者所查各项病毒感染指标均为阴性, 但肝
功能指标均持续异常; 158例非AIH分别为原发性
胆汁性肝硬化32例, 乙型肝炎58例, 丙型肝炎43
例, 戊型肝炎15型, 男性68例, 女性90例, 年龄为
19-68岁, 平均年龄为37岁; 对照组40例, 均为我院
体检中心健康体检者, 男性10例, 女性30例, 年龄

myeloperoxidase, MPO)采用德国欧蒙公司产生
的ELISA法试剂, 操作是将样品稀释, 按加样方
案向相应微孔中分别加稀释血清、阴性、阳性
对照和空白对照各100 μL, 室温温育30 min, 洗
板3次, 加酶标抗体100 μL再室温温育30 min,
同前洗板3次. 加底物显色, 5 min后加终止液,
用450 nm波长比色, 计算结果.
统计学处理 数据分析均采用SPSS 11.5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

为23-47岁, 平均年龄为32岁.
1.2 方法
1.2.1 检测抗核抗体(anti-nuclear antibodies,
ANA)、抗平滑肌抗体(smooth muscle antibodies,
S M A)、抗线粒体抗体(a n t i-m i t o c o n d r i a l
antibodies, AMA)、抗心肌抗体(anti-myocardial
antibodies, HRA)、抗骨骼肌抗体(anti-skeletal

2 结果
2.1 47例AIH与158例非AIH检测ANA、SMA及
ANCA检出率的比较, 结果显示AIH阳性数最高
的为SMA 31例(31/47), 阳性率为66.0%; 非AIH阳
性数则为10例(10/158), 阳性率为6.3%, 两组比较,
P <0.01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结果详见表1.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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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AIH及非AIH患者检测ANA、SMA、AMA、HRA、PCA和ASA抗体结果

ANA

n

疾病

SMA

阳性
AIH
PBC
HBV
HCV
HEV
对照组

%

c

30
11
6
10
2
2

47
32
58
43
15
40

阳性

63.8
34.4
10.3
23.3
13.3
5.0

31
4
1
0
0
0

d

AMA

HRA

%

阳性

%

66.0
12.5
1.7
0.0
0.0
0.0

6
28e
5
2
8
1

12.8
87.5
8.6
4.7
53.3
2.5

ASA

阳性

%

0
1
0
0
0
0

PCA

阳性

0.0
3.1
0.0
0.0
0.0
0.0

%

2
0
1
0
0
0

阳性

4.3
0.0
1.7
0.0
0.0
0.0

%

1
0
0
0
0
0

2.1
0.0
0.0
0.0
0.0
0.0

d

P <0.01 vs PBC; eP <0.01 vs AIH.

表 3

AIH患者及非AIH患者检测ds-DNA、ANCA 、LKM 、SLA和MPO抗体结果

ds-DNA

n

疾病

ANCA

阳性
AIH
PBC
HBV
HCV
HEV
对照组

47
32
58
43
15
40

g

10
1
0
0
0
0

LKM

%

阳性

%

21.3
3.1
0.0
0.0
0.0
0.0

29f
3
0
0
0
0

61.7
9.4
0.0
0.0
0.0
0.0

阳性

SLA
%

5
0
0
1
0
0

阳性

10.6
0.0
0.0
2.3
0.0
0.0

4
0
0
0
0
0

MPO
%

阳性

8.5
0.0
0.0
0.0
0.0
0.0

h

%
63.8
9.4
0.0
0.0
0.0
0.0

30
3
0
0
0
0

f

P <0.01 vs PBC; gP <0.01 vs PBC; hP <0.01 vs PBC.

表 4

AIH各型检测ANA、SMA、ANCA、MPO、LKM和SLA等抗体结果

亚型

n

AIH-I
AIH-Ⅱ
AIH-Ⅲ

32
8
7

ANA
阳性
27
0
3

SMA
％

84.4
0.0
42.9

ANCA

MPO

LKM

SLA

阳性

％

阳性

%

阳性

％

阳性

％

阳性

29j
0
2

90.6
0.0
28.6

27
0
3

84.4
0.0
42.9

28k
0
2

87.5
0.0
28.6

0.0
5m
0

0.0
62.5
0.0

0
0
4

％
0.0
0.0
57.1

j
P
<0.01 vs 与AIH-Ⅱ和AIH-Ⅲ; kP <0.01 vs 与AIH-Ⅱ和AIH-Ⅲ; mP <0.01 vs 与AIH-I和AIH-Ⅲ.

2.2 AIH及非AIH患者检测六种基质片中ANA、

有碎屑坏死, 亦可伴有桥样坏死, 其间有明显的

SMA、AMA、HRA、ASA和PCA抗体结果为

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浸润, 但肝内小胆管无损

SMA抗体阳性率最高均为66.0%(31/47); PBC则

伤的征象. 肝细胞可呈水肿变性和气球样变, 随

最高为AMA阳性率87.5%, 详细结果见表2.

着病情的进展, 汇管区纤维组织增生, 肝小叶扭

2.3 AIH患者及非AIH患者检测ds-DNA, ANCA,

曲, 最终导致肝硬化. 自身免疫性肝炎无特异

LKM SLA和MPO抗体结果显示AIH患者检测

性的临床表现, 患者常有乏力、食欲减退、腹

MPO阳性率为63.8%(30/47); 详细结果见表3.

胀、肝区隐痛等症状, 部分患者可有低热或黄
患者可有低热或黄
可有低热或黄

2.4 AIH各型检测ANA, SMA, ANCA, MPO,

疸, 肝、脾可能增大[2-3]. 我们对47例AIH患者检

L K M和S L A等抗体的结果, 表明A I H-I患者与

测S M A、A N A和A N C A抗体其结果阳性分别

ANA, SMA和ANCA相关; AIH-Ⅱ患者与LKM相

为31例、30例和29例, 阳性率分别为66.0%、

关; AIH-Ⅲ患者与SLA和ANCA相关, 详见表4.

63.8%和61.7%, 结果与非AIH患者比较, P <0.01,
表明SMA、ANA和ANCA抗体同AIH疾病有着

3 讨论

密切的关系.

自身免疫性肝炎呈慢性免疫性肝病, 多好发于

自身抗体的产生是A I H患者主要特点之

中青年女性, 其基本病理改变为肝小叶周围区

一, 最常见、发现最早的自身抗体是A N A和

www.wjgnet.com

自身免疫性肝炎
与自身抗体的产
生有着密切的相
关性, 自身免疫性
肝炎患者的血清
中常会出现一些
特征性的自身抗
体, 对于与其他各
种肝炎鉴别诊断
是极为重要的, 其
中SMA、LKM、
ANA、MPO和
ANCA抗体同AIH
疾病有着密切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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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抗肝肾微粒体抗
体是Ⅱ型自身免
疫性肝炎的标志
性抗体, 其分为
有三型, LKM-1:
靶抗原是细胞色
素P450 IID6, 是
一种药物代谢酶,
可代谢25种常用
的药物, 包括β阻断剂、抗心律
失常药、抗忧郁
药、抗高血压药
物等等. LKM-2:
靶抗原是细胞色
素P450 IIC9, 也
是药物代谢酶, 可
见于利尿药物诱
导的药物性肝炎.
LKM-3: 靶抗原可
能是UDP-葡萄糖
醛酸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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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 A. A N A最常见的靶抗原是组蛋白、R N A

是蛋白酶3(PR3)和髓过氧化物酶(MPO), 他对
对

和D N A [4-5]. A N A最常见的间接免疫荧光着色

系统性血管炎的诊断、预测有意义. Sobajima

是“均质型”, 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血清中

e t a l [10] 研究发现在A I H中p-A N C A的靶抗原

ANA的荧光模式相同. AIH荧光模式还有“斑

是高泳动类蛋白(Highmobilitygroup, HMG1/

点型、核膜型、核仁型”等. 我们检测的A I H

HMG2). 核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核周型

患者A N A滴度基本上在1∶160左右, 同C z a j a

是自身免疫性肝病相关自身抗体之一. 其靶抗

et al 报道基本相符. 抗平滑肌抗体无器官和种

原主要是髓过氧化物酶(M P O). 部分原发性硬

属特异性, 靶抗原为三组细胞骨架蛋白, 包括微

化性胆管炎可检测出该抗体 [11], 故p-A N C A有

纤维(G型肌动蛋白和F型肌动蛋白)、中级纤维

助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诊断, 但其不是疾

(波形蛋白)和微管(tubulin). 最具诊断价值的靶

病特异性抗体, p-ANCA还可见于AIH、溃疡性

抗原是Ｆ型肌动蛋白. SMA为AIH-I的另一血清

结肠炎、克罗恩病和其他疾病. 本研究结果抗

学标志抗体. 其对疾病的诊断特异性优于ANA.

MPO抗体在AIH患者中阳性率为63.8%.

[6]

特别是高滴度S M A对A I H诊断率可达100%.

AIH有3个亚型[12]. AIH-Ⅰ以ANA、SMA

Leibovitch et al [7]认为, 高滴度抗F肌动蛋白抗

和p-ANCA抗体阳性为特征; AIH-Ⅱ以LKM抗

体是AIH的特异性标志物, 但抗F肌动蛋白抗体

体阳性为特征; AIH-Ⅲ以SLA 抗体阳性为特征.

也可出现在其他疾病. 本组A I H患者检测六种

Ｉ型抗核抗体、抗平滑肌抗体和p-A N C A阳

基质片中ANA、SMA、AMA、HRA、ASA和

性, 又称为经典型, 发病年龄有10-20岁和45-70

PCA抗体结果AIH患者最高的是SMA抗体, 其

岁两个高峰; Ⅱ型抗肝肾微粒体抗体(LKM)阳

阳性率最高为66.0%; PBC则为AMA最高, 阳性

性, 一般抗核抗体和抗平滑肌抗体阴性, 多见

率为87.5%, 表明ANA和SMA与AIH患者存在

于儿童; Ⅲ型抗可溶性肝细胞抗体阳性, 多见

密切的相关性; 而AMA则与PBC患者存在密切

于30-50岁成人, 但此型的存在尚未获得共识.

的相关性. 同Bassendine et al 报道基本相符.

本组病例A I H-Ｉ患者32例中女性28例, 男性4

[8]

L K M抗体能在肝细胞和近端肾小管细胞
细胞

例, 临床表现以肝脏损害为主, 同时伴有肝外

质着色,
着色, 因而可以用于和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病损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与国外报道 [13]基

时的AMA相鉴别, LKM抗体是异质性的, LKM

本一致. 本组患者均检测到多种自身抗体, 如

抗体是AIH-Ⅱ的血清标志. LKM较少见, 在成

ANA、ds-DNA、SMA和MPO等抗体, 这些自

人AIH患者中仅为1%, 儿童中为4%. 细胞色素

身抗体是临床区分AIH与慢性病毒性肝炎的重

单氧化酶P450 2D6抗原被确认为是L K M的靶

要指标. 对于临床表现以肝脏损害为主, 伴有肝

抗原, 该靶抗原与HCV及Ⅰ型疱疹病毒的基因

外自身免疫性疾病, 并有多种自身抗体阳性的

序列有一定的同源性, 但后二者作为A I H发病

青年女性患者, 应高度怀疑AIH的可能.

的证据尚不足. 少数丙型肝炎患者可检测出抗

AIH-Ｉ中ANCA滴度较高, 而在原发性胆

LKM抗体, 本组病例检测结果只有1例阳性, 然

汁性肝硬化(PBC)、AIH-Ⅱ、酒精性或病毒性

而在AIH中, LKM抗体的滴度要比病毒性丙型

肝炎者很少检测到或滴度较低, 故A N C A对于

肝炎高得多.

诊断ANA、SMA和抗 LKM1抗体均阴性的AIH

抗SLA抗体被认为是Ⅲ型AIH的血清标志

或病毒性肝炎、PBC很有价值. 本组AIH-I患者

物. SLA虽然出现率低, 但疾病特异性很高, 几

检测PR3阳性率为87.5%, 与文献报道相符[14-15].

乎仅见于A I H-Ⅲ, 因此具有确诊意义. 在自身

另外,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患者中亦能检

抗体阴性的AIH患者中, 大约有10%的患者可能

出ANCA, ANCA的出现似乎与AIH-I、PSC的

仅抗SLA抗体阳性. AIH患者及非AIH患者检测

病情恶化或有无肝硬化有关, 但目前尚未证实

LKM和SLA抗体结果显示AIH患者检测LKM阳

ANCA与肝硬化的因果关系.

性率为10.6%和SLA阳性率为8.5%, 与文献报道
基本一致[9].

我们对肝病患者进行自身抗体的检测, 结
果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 该结果报道的HBV、

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指与中性粒细胞

HCV、HEV提示, HBV患者也可以检出自身免

及单核细胞胞质中的溶酶体反应的抗体, 分胞

疫抗体, 其ANA阳性率为10.3%、SMA阳性率

质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c-A N C A)和核周

为1.7%和AMA阳性率为8.6%; HCV患者ANA

型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p-ANCA). 常见抗原

阳性率为23.3%、AMA阳性率为4.7%, 同HCV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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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诱导产生自身免疫抗体的结论相符 [16-17] ;
H E V患者A N A阳性率为13.3%、A M A阳性率
为53.3%. 所以, 我们对肝病患者进行自身的检
测十分必要. 对提示自身免疫反应有可能参与
了肝病的发病, 或是与自身抗体具有共同抗原
成份有关.

8

9

总之, 血清自身抗体的检测对诊断、治疗
和阻止自身免疫性肝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作

10

用. 对提高A I H在临床上同其他肝病鉴别诊断
他肝病鉴别诊断
肝病鉴别诊断
和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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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自身抗体的
变化, 为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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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介素-8、白介素-15在结肠癌患者结肠黏膜的表达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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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结肠癌的发病原
因尚未完全明确,
细胞因子被认为
在结肠癌的发病
中具有极为重要
的作用. 与结肠癌
相关的细胞因子
的检测可能对患
者的早期诊断、
手术及术后治疗
方案的制订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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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interleukin-8 (IL-8) and IL-15 in colonic mucosa
from colon cancer patients and study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olon cancer.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cal technique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IL-8 and
IL-15 in 66 patients with colon cancer.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s of IL-8 and IL-15
were 66.7% (44/66) and 60.6% (40/66),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existed between
expression of IL-8, IL-15 and the following factors: clinical stages (IL-8: r = 0.437, P = 0.006;
IL-15: r = 0.317, P = 0.014), invasive depth (IL-8:
r = 0.332, P = 0.003; IL-15: r = 0.312, P = 0.015),
region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IL-8: r = 0.316,
P = 0.042; IL-15: r = 0.236, P = 0.017), histologic
grades (IL-8: r = 0.826, P = 0.0001; IL-15: r = 0.368,
P = 0.001).
CONCLUSION: Detection of IL-8 and IL-15 ex-

pression is helpful in assessing the malignant
degrees of colon cancer.
Key Words: Colon cancer; Interleukin-8; Interleukin-15; Immunohistochemistry
Gao W, Wu Y, Si YL.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ces of
interleukin-8 and interleukin-15 in colonic mucosa of
colon cancer patien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8):2806-2809

摘要
目的: 研究结肠癌患者结肠黏膜中白介素
-8(IL-8)、白介素-15(IL-15)的表达并探讨其
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结肠癌患者结肠
黏膜中IL-8, IL-15的表达情况.
结果: IL-8染色阳性44例, 占66.7%. IL-15染
色阳性40例, 占60.6%. IL-8和IL-15表达水平
与结肠癌临床分期(IL-8: r = 0.437, P = 0.006;
IL-15: r = 0.317, P = 0.014)、浸润深度(IL-8:
r = 0.332, P = 0.003; IL-15: r = 0.312, P =
0.015)、淋巴结转移(IL-8: r = 0.316, P = 0.042;
IL-15: r = 0.236, P = 0.017)、病理分级(IL-8: r
= 0.826, P = 0.0001; IL-15: r = 0.368, P = 0.001)
均呈显著正相关.
结论: 检测IL-8, IL-15的表达可做为判断结肠
癌恶性程度有价值的指标.
关键词: 结肠癌; 白介素-8; 白介素-15; 免疫组化
高伟, 吴瑜, 司雁菱. 白介素-8、白介素-15在结肠
癌患者结肠黏膜的表达及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8):2806-2809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806.asp

0 引言
结肠癌的发病原因尚未完全明确, 其发病主要
与环境等因素有关, 为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 随着研究的深入, 细胞因子被认为在结肠癌
www.wjgnet.com

高伟, 等. 白介素-8、白介素-15在结肠癌患者结肠黏膜的表达及意义
A

图 1

图 2

■应用要点

B

本研究结果与先
前的多数研究相
符, 即IL-8, IL-15
在结肠癌患者结
肠黏膜中的表达
水平与结肠癌临
床分期、浸润深
度、淋巴结转
移、病理分级均
呈显著正相关, 这
表明IL-8和IL-15
在结肠癌发病过
程中起到了重要
作用. 检测他们的
表达情况可做为
判断结肠癌恶性
程度有价值的指
标, 有助于临床诊
断及治疗方案的
选择.

IL-8在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400). A: +; B: ++.

A

B

IL-15在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400). A: +; B: ++.

的发病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IL-8和IL-15是

个高倍视野, 以阳性细胞占总数的百分率进行

2种重要的细胞因子, 他们参与多种疾病过程.

分级, <10%为-, 10%-50%为+, >50%为++.

本研究旨在观察结肠癌患者结肠黏膜中IL-8和
IL-15的表达情况并探讨其临床应用价值.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 IL-8,
IL-15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使用Spearman相
关分析, P <0.05为显著性标准.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唐山工人医院2004-07/2005-10经结肠

2 结果

镜活检常规病理学检查确诊为结肠癌并行手术

2.1 IL-8, IL-15在结肠癌黏膜组织中的表达 本

治疗的病例共66例, 男32例, 女34例. 年龄23-79

组66例结肠癌标本中IL-8染色阳性44例(66.7%),

岁. 按WHO标准, 采用TNM分期: Ⅰ-Ⅱ期34例,
Ⅲ-Ⅳ期32例; 组织学分级Ⅰ级21例, Ⅱ级22例,
Ⅲ级23例. 所有病例2 m o内均未接受治疗. 各
组间在年龄及性别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鼠抗人
IL-8, IL-15 mAb购自北京中山公司, 免疫组化过
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霉卵白素(SP)试剂盒、二氨基
联苯胺(DAB)显色试剂盒均购自福州迈新公司.
1.2 方法 全部蜡块均行4 μm厚连续切片, 常规
脱蜡至水, 室温下30 g/L甲醇过氧化氢去除内源
性过氧化物酶, 微波修复抗原; 滴加一抗后4℃
过夜, 滴加二抗后于37℃温箱孵育30 min; DABH2O2显色, 苏木素复染, 中性树胶封片. IL-8阳性
表达多数位于结肠癌细胞质中, 部分位于核周,

其中29例(43.9%)表达为++, 15例(22.7%)表达为
+(图1); IL-15染色阳性40例(60.6%), 其中27例
(40.9%)表达为++, 13例(19.7%)表达为+(图2).
2.2 I L-8, I L-15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IL-8与临床分期呈正相关(r = 0.437, P = 0.006)、
与浸润深度呈正相关(r = 0.332, P = 0.003)、与
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r = 0.316, P = 0.042)、与
病理分级呈正相关(r = 0.826, P = 0.0001); IL-15
与临床分期呈正相关(r = 0.317, P = 0.014)、与
浸润深度呈正相关(r = 0.312, P = 0.015)、与淋
巴结转移呈正相关(r = 0.236, P = 0.017)、与
病理分级呈正相关(r = 0.368, P = 0.001). IL-8,
IL-15与性别及年龄无相关性(P >0.05, 表1-2).

呈棕黄色颗粒. IL-15阳性表达位于结肠癌细胞

3 讨论

的胞质或细胞核内, 呈棕黄色颗粒. 随机选择10

结肠癌是消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 其发病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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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结肠癌组织中IL-8的表达及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
系 (n )

本文初步分析了
IL-8, IL-15与结肠
癌的关系, 具有一
定的可读性, 和临
床价值. 但后续研
究需要进一步深
入探讨细胞因子
与肿瘤的关系.

n

临床病理

+

第14卷 第28期

表 2 结肠癌组织中IL-15的表达及与临床、病理特征的
关系 (n )

IL-8的表达
++

2006年10月8日

临床病理

-

TNM分期

n

IL-15的表达
++

+

9

5

-

TNM分期

Ⅰ-Ⅱ

34

Ⅲ- Ⅳ

12

4
b

11

18
b

Ⅰ-Ⅱ

4

b

32

17

T1-T2

31

8

3

T3-T4

35

21d

12d

2d

有

32

18

10

4

无

34

11a

18a

Ⅲ- Ⅳ

浸润深度

34
32

18

a

8

20
a

6a

浸润深度
20

淋巴结转移

T1-T2

31

8

4

T3-T4

35

19c

9c

19

有

32

21

8

3

无

34

6e

5e

23e

Ⅰ级

21

4

1

16

Ⅱ级

22

8b

5b

9b

23

b

b

1b

7c

淋巴结转移
5a

病理分级

病理分级

Ⅰ级

21

4

2

Ⅱ级

22

9f

6f

7f

23

f

f

f

Ⅲ级

16

7

15
0

Ⅲ级

a

P <0.05 vs 淋巴结转移组; bP <0.01 vs TNMⅠ-Ⅱ期; dP <0.01,
f

15

7

a

P <0.05 vs TNMⅠ-Ⅱ期; bP <0.01 vs 病理分级Ⅰ级; cP <0.05,

vs T1-T2期; P <0.01 vs 病理分级Ⅰ级.

vs T1-T2期; eP <0.01 vs 淋巴结转移组.

我国仅次于胃癌和食道癌, 居消化道恶性肿瘤

相似, 由不同类型的细胞产生, 他以I L-2r b和g

的第三位. 目前认为结肠癌的发病是多因素共

链的成分作为其信号传导, 具有结合T细胞、B

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发现与结

细胞、NK细胞以及上皮细胞的相应受体, 促进

肠癌相关的细胞因子的检测可能对患者的早期

这些细胞的活化、增生, 抑制其凋亡以及促进

诊断、手术及术后治疗方案的制订有重要的意义.

促炎性细胞因子的合成等作用. 国外研究表明,

IL-8是1986年Kownazki首先发现的一种强

IL-15通过影响细胞的生长、侵入和凋亡而在结

[1]

有力的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和活化因子 , 其主

肠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0].

要生物作用为趋化并激活中性粒细胞[2], 促进中

IL-15能诱导结肠癌细胞增殖、侵入和产生前血

性粒细胞的溶酶体活性和吞噬作用. 同时, IL-8

管生长因子[11], 又能促进肠上皮细胞产生血管生

能够趋化血管内皮细胞, 促进血管的形成, 此外

长因子, 因此他能促进结肠黏膜增生和血管生

他还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能够影响肿瘤的微环

成, 导致肿瘤生长和转移[12-13]. Baier et al 利用RT-

境. 有研究表明血管形成与肿瘤生长转移密切

PCR方法检测结肠黏膜中细胞因子的表达, 结果

相关[3]. 国内研究发现, IL-8在直、结肠癌的肿瘤

IL-15的表达在结肠癌组和正常对照组间无显著

[4]

血管形成中起重要作用 . 另有研究发现IL-8能

差异. 国外学者发现: IL-15是一种NK细胞化学

促进结肠癌细胞的增殖和转移 . Brew et al 利

诱导剂 [14], 因此他应间接抑制结肠癌和其他肿

用免疫组化和RT-PCR等方法检测结肠癌患者结

瘤[15-17]的发展, 而Cao et al [18]的研究证实, IL-15

肠黏膜中IL-8的表达, 结果表明IL-8在结肠癌细

在结肠癌细胞和在宿主免疫系统中表现出相反

胞系中扮演了自分泌细胞生长因子的角色. 还

的生物活性作用, 即促进结肠癌细胞的生长、

有国外学者认为, IL-8作为结肠癌细胞的自分泌

转移, 这与Kuniyasu et al [1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或旁分泌生长因子, 具有调节肿瘤生长和转移

Baier et al [20]最新研究发现, IL-15通过消耗肿瘤

的功能[7]. Ueda et al [8]检测结肠癌患者血清中的

相关性巨噬细胞而促进结肠癌细胞的生长. 总

细胞因子, 其中IL-8的浓度明显升高. Hao et al

[9]

之, 多数研究表明, 结肠癌患者结肠黏膜中IL-8,

发现, 在有结肠癌家族史的正常人的结肠黏膜

IL-15的表达升高, 且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中, IL-8表达升高.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之相符, 即IL-8, IL-15在结肠

[5]

[6]

IL-15是1994年由Grabstein et al 发现的分子

癌患者结肠黏膜中的表达水平与结肠癌临床分

量为14-15 kDa的糖蛋白细胞因子. IL-15与IL-2

期、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病理分级均呈显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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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伟, 等. 白介素-8、白介素-15在结肠癌患者结肠黏膜的表达及意义

著正相关, 这表明IL-8和IL-15在结肠癌发病过

10

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检测他们的表达情况可
作为判断结肠癌恶性程度有价值的指标, 有助
于临床诊断及治疗方案的选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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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腺导管腺癌组织中WT1, IGF-IR表达与细胞凋亡的关系
龚 勇, 赵 秋, 杨 芳, 王 渝, 马松林

■背景资料

胰腺导管腺癌的
发生涉及到抑癌
基因的突变, 原癌
基因的激活, WT1
基因为具有抑癌
基因和原癌基因
样双重活性的基
因, 能调节多种细
胞因子如IGF-1R
等的表达, IGF1R参与细胞凋亡
的调节, 探讨胰腺
导管腺癌组织中
WT1, IGF-IR的表
达与细胞凋亡关
系在胰腺导管腺
癌的发生发展中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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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roles of Wilms' tumor
gene (WT1),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Ⅰreceptor
expression (IGF-IR) and cell apoptosis as well
as their correlations in human pancreatic duct
adenocarcinoma.

■研发前沿

WT1反义寡核苷
酸以及WT1基因
超甲基化和去甲
基化对胰腺癌细
胞生长、增殖和
凋亡、IGF-1R表
达的影响是亟待
研究的.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cal analysis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WT1 and IGFIR in human pancreatic duct adenocarcinoma (n
= 49) and normal pancreatic tissues (n = 15). The
cell apoptosis of pancreatic duct adenocarcinoma was estimated by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mediated dUTP nick end labeling
(TUNEL) method and apoptosis index (AI) was
calculated�.
RESULTS: In normal pancreatic tissues, the
positive rates of WT1, IGF-IR were 26.67% (4/15),
40.00% (6/15), respectively, and in pancreatic
duct adenocarcinoma their positive rates were

71.43% (35/49), 77.55% (38/49),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ancer and normal tissues (P < 0.05).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existed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WT1
and IGR-IR in pancreatic duct adenocarcinoma
(r = 0.385, P < 0.05). The values of AI were 0.41 ±
0.13 and 5.93 ± 4.18 in the normal tissues and adenocarcinoma,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P < 0.05).
The value of AI was increased with the rising of
tumor differentiation degree in adenocarcinoma,
and it was lower in the IGF-IR-positive group
than that in the negative group (4.11 ± 3.68 vs
12.21 ± 5.67, P < 0.01).
CONCLUSION: The apoptosis is inhibited in
pancreatic duct adenocarcinoma, in which the
over-expression of WT1 and IGF-IR may play
crucial roles.
Key Words: Wilms' tumor gene;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Ⅰ receptor; Pancreatic duct adenocarcinoma; Immunohistochemisty; Cell apoptosis
Gong Y, Zhao Q, Yang F, Wang Y, Ma SL.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ression of Wilms' tumor gene,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Ⅰ receptor and cell apoptosis in human
pancreatic duct adeno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8):2810-2814

摘要
目的: 研究胰腺导管腺癌组织中WT1, IGF-IR
的表达与细胞凋亡关系.
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WT1, IGF-IR在
49例胰腺导管腺癌及15例正常胰腺组织中的
表达, 并应用TUNEL法检测细胞凋亡, 计算凋
亡指数(AI).
结果: WT1, IGF-IR在正常胰腺组织中的阳性
表达率分别为26.67%(4/15)、40.00%(6/15);
在胰腺导管腺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71.43%(35/49)、77.55%(38/49), 两者在癌组
织中的表达分别明显高于其在正常胰腺组织
中的表达(P <0.05), 且在癌组织中的表达呈正
相关(r = 0.385, P <0.05). 正常胰腺组织及癌组
织中的AI分别为0.41±0.13、5.93±4.18, 两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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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0.05), 癌组织中AI随
组织分化程度的升高而升高. IGF-IR表达阳性
组的AI显著低于阴性组(4.11±3.68 vs 12.21±
5.67, P <0.01).

1.2 方法 S P免疫组化方法按试剂盒说明进行,

结论: 胰腺导管腺癌组织中IGF-IR的高表达
抑制细胞凋亡, WT1, IGF-IR的高表达以及细
胞凋亡的减少可能在胰腺导管腺癌的发生发
展中起重要作用.

进行, 以不含TdT的标记液替代TUNEL反应液作

关键词: Wilms肿瘤基因;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受体;
胰腺导管腺癌; 免疫组织化学; 细胞凋亡

WT1抗原采用酶消化修复、IGF-IR抗原采用微
波热修复, 用PBS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已知的
阳性片作阳性对照. 细胞凋亡检测按试剂盒说明
阴性对照, 用已知阳性胰腺癌细胞凋亡片作阳性
对照. WT1, IGF-IR阳性染色均为棕黄色颗粒, 分
别定位于细胞核和细胞膜. 每例随机计数1000个
清晰的癌细胞, 记录阳性染色细胞数, 以(阳性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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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国外学者应用免
疫组化及RT-PCR
等技术检测证实
WT1基因及受其
调节的的细胞因
子等在胰腺癌、
胃癌、食管癌等
肿瘤组织中均存
在高表达, 表明
WT1基因突变激
活可能参与消化
系统肿瘤的发生
发展.

色细胞数/1000)×100%≥15%定为染色阳性, 即
过度表达; 以细胞核内出现蓝紫颗粒为凋亡细

龚勇, 赵秋, 杨芳, 王渝, 马松林. 胰腺导管腺癌组织中

胞, 随机选择10个视野并计数1000个肿瘤细胞,

W T1, I G F-I R的表达与细胞凋亡的关系.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计算细胞凋亡指数(AI): AI=(凋亡细胞数/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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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统计学处理 用SPSS 12.0统计分析软件包

0 引言
Wilms肿瘤基因(Wilms' tumor gene, WT1)是最早
发现的与Wilms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关, 具有抑
癌基因和原癌基因双重活性的基因, 其编码的
WT1蛋白能识别、结合特异目标DNA如胰岛素
样生长因子受体I(IGF-IR) 基因并调控下游靶基
因转录, 从而影响某些因子的生物学活性, 在肿
瘤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1-3]. IGF-IR为四聚体跨
膜糖蛋白, 在调节细胞增殖与分化、抑制肿瘤
细胞凋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4]. 我们采用免疫组
化和原位细胞凋亡染色技术, 观察胰腺导管腺
癌及正常胰腺组织中WT1, IGF-IR的表达并探讨

进行处理, 采用χ2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法、t 检
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统计
学处理, 显著性水准α = 0.05.
2 结果
2.1 胰腺导管腺癌及正常胰腺组织中WT1, IGFIR的表达 WT1, IGF-IR的阳性表达分别表现为
肿瘤细胞核和胞膜呈棕黄色. W T1, I G F-I R在
胰腺导管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别明显高于其
在正常胰腺组织中的表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表1). WT1, IGF-IR的表达与病人年龄、
性别、肿瘤部位无关. WT1在TNM分期Ⅰ-Ⅱ期

其与细胞凋亡的关系, 为研究胰腺导管腺癌发

和Ⅲ-Ⅳ期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2.38%, 85.71%,

生的分子机制及预防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在高中分化组、低分化组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1 材料和方法

细胞分化降低而升高(P <0.05); IGF-IR在Ⅰ-Ⅱ期

1.1 材料 2000-01/2005-10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60.00%, 89.47%. WT1的表达随肿瘤分期升高、
和Ⅲ-Ⅳ期的阳性表达分别为61.90%, 9.29%, 两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病理科存档石蜡包埋的胰腺

者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 <0.05) ( 表1).

标本64例: 正常胰腺组织15例, 其中男9例, 女6

2.2 胰腺导管腺癌及正常胰腺组织中细胞凋亡的

例, 平均年龄(58.5±13.5)岁; 胰腺导管腺癌组

检测 胰腺导管腺癌及正常胰腺组织中的平均AI

织49例, 其中男30例, 女19例, 平均年龄(56.7±

分别为5.93±4.18, 0.41±0.13, 两者比较有显著

11.9)岁. 患者术前均未行放化疗, 术后均有明确

性差异(P <0.05). 在癌组织中, AI随着组织分化程

的病理学诊断. 根据UICC2003年新的分级标准

度的升高而升高, 随病理分级的增高而降低, 各

进行TNM分期: Ⅰ-Ⅱ期21例、Ⅲ-Ⅳ期28例; 组

级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1).

织学分级高中分化30例、低分化19例; 有淋巴

2.3 WT1, IGF-IR在胰腺导管腺癌中相关性表达

结转移31例、无转移18例. 两组在性别、年龄

及与细胞凋亡的关系 将秩相关分析显示胰腺导

分布上均无显著性差异(P >0.05). W T1鼠抗人

管腺组织中WT1, IGF-IR的表达密切正相关(r =

mAb、SP免疫组化染色试剂盒、TUNEL检测试

0.384, P <0.05, 表2). WT1表达阳性组的AI与阴性

剂盒购于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IGF-

组比较无差异(P >0.05); IGF-IR 表达阳性组的AI

IR兔抗人多克隆抗体购于武汉博士德公司.

低于阴性组, 两者呈显著负相关(P <0.05)(表3).

www.wjgnet.com

■创新盘点

以免疫组化检测
WT1, IGF-1R在胰
腺导管腺癌组织
的表达, TUNEL
分析胰腺导管腺
癌细胞凋亡, 将免
疫组化及TUNEL
的实验结果纵向
对比分析胰腺
导管腺癌组织中
WT1, IGF-IR的表
达与细胞凋亡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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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WT1, IGF-1R的
表达对胰腺导管
腺癌的诊断和判
断预后有一定临
床意义. 设想通过
反义寡核苷酸技
术以WT1基因为
靶点进行基因治
疗, 抑制WT1基
因转录活性, 降低
WT1, IGF-1R的
过高表达, 促进
细胞凋亡, 有可能
为胰腺导管腺癌
的治疗提供新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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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1, IGF-IR 的表达及细胞凋亡与胰腺癌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临床病理参数

n

正常组织
癌组织
性 别

15
49
30
19
34
15
41
8
21
28
30
19

男
女
年 龄
≥60
< 60
肿瘤部位
胰头癌
胰体尾癌
临床分期
Ⅰ-Ⅱ
Ⅲ-Ⅳ
组织分化程度 高中分化
低分化

表 2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IGF-IR

WT1

n

2

χ

P

9.67

<0.01

0.14

>0.05

0.69

>0.05

0.03

>0.05

6.53

<0.05

4.95

<0.05

%

4
35
22
13
26
9
30
5
11
24
18
17

26.7
71.4
73.3
68.4
76.5
60.0
73.2
62.5
52.4
85.7
60.0
89.5

IGF-IR

WT1
+
合计

+

-

合计

31
7
38

4
7
11

35
14
49

r
0.385

%

χ

6
38
24
14
28
10
34
4
12
26
25
13

40.0
77.6
80.0
73.7
82.4
66.7
82.9
50.0
57.1
92.9
83.3
68.4

表 3

WT1, IGF-IR 在胰腺癌的相关性表达

细胞凋亡
2

n

P

AI(mean±SD) P

5.89

<0.05

0.03

>0.05

0.71

>0.05

2.49

>0.05

6.86

<0.05

0.75

>0.05

0.41±0.13
5.93±4.18
5.56±3.94
6.51±4.54
6.01±4.36
5.74±3.72
5.66±3.84
6.17±4.55
7.84±4.91
4.51±3.54
7.04±4.77
4.17±2.99

>0.05
>0.05
>0.05
<0.05
<0.05

WT1, IGF-IR的表达与细胞凋亡的关系((mean±SD)

n

P
<0.05

<0.01

WT1(+)
WT1(-)
IGF-IR(+)
IGF-IR(-)

35
14
38
11

P

A
5.66±3.84
6.61±4.96
4.11±3.68
12.21±5.67

>0.05
<0.01

3 讨论

酸化而活化, 启动了不同的细胞信号转导途径,

Wilms肿瘤基因(Wilms' tumor gene, WT1)是从肾

促进肿瘤细胞有丝分裂, 抑制细胞凋亡[13]. IGF-

母细胞瘤(Wilm's瘤)染色体11p13分离出来的肿

1R在多种肿瘤组织中如结肠癌、前列腺癌等

[1-2]

, 具有抑癌基因和原癌基因双重活性,

过度表达, 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的联

其表达产物W T1蛋白为一双向转录调节因子,

系 [14-15]. 为探讨WT1及IGF-1R在胰腺组织中的

主要功能是识别、结合特异目标DNA并调节转

表达及相互关系, 我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分别

瘤基因

[3]

录, 如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体I(IGF-IR)基因 、
[5]

检测了WT1, IGF-1R在49例胰腺导管腺癌及15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Ⅱ(IGF-II) 基因 、多种癌基

例正常胰腺组织中的表达, 结果癌组织中WT1,

因p 53、 HER2 等

. WT1除了在胎儿肾脏、性

IGF-1R表达率分别为71.4%, 77.6%, 与其在正常

腺等组织中表达外, 在白血病细胞、肺癌、结

胰腺组织中相比, 两者分别有显著性差异. 提示

[6-7]

. 近

WT1, IGF-1R的表达与胰腺导管腺癌的发生发

来研究发现WT1的表达与胰腺癌的发生发展关

展关系密切. WT1, IGF-1R两者在癌组织中的表

系密切, 国外学者Yusuke et al

检测40例胰腺

达呈正相关, 可能因为WT1具有结合目标DNA

导管腺癌中WT1阳性表达率为75.00%, 正常胰

并且调控下游靶基因的转录的功能, 其作为反

腺组织中未检测到WT1的表达, 在培养的5例人

式作用元件与编码IGF-1R序列的DNA结合, 从

胰腺癌细胞系中WT1 mRNA均存在高表达. 将

而增强IGF-1R基因转录水平, 结果IGF-1R的表

反义WT1寡聚核苷酸探针转染到培养的人胰腺

达被上调. WT1, IGF-1R共同参与胰腺导管腺癌

癌细胞株后, WT1 mRNA及WT1表达明显下降,

的发生, 检测胰腺组织中WT1, IGF-1R表达有

细胞的增殖受到显著抑制, 而细胞凋亡率上升.

可能成为预测胰腺导管腺癌生物学行为的标记

肠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中也高度表达
[12]

[8-11]

IGF-1R基因转录受到WT1的调节 . IGF-1R是四

物. 我们进一步探讨WT1, IGF-1R的与胰腺导管

聚体跨膜糖蛋白, 为酪氨酸蛋白激酶类受体家

腺癌临床病理联系: WT1有随肿瘤分期升高、

族的主要成员之一, IGF-1R与IGF-1结合自身磷

细胞分化降低而升高的趋势并且IGF-IR与肿瘤

[4]

www.wjgnet.com

龚勇, 等. 胰腺导管腺癌组织中WT1, IGF-IR表达与细胞凋亡的关系

的临床分期相关, 即WT1和IGF-IR的高表达参
与胰腺导管腺癌的发展、侵袭和转移, 这表明
WT1, IGF-IR的表达状态可能预示肿瘤的侵袭性
和预后. WT1, IGF-1R是否可以作为指标来反映
胰腺导管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 有待于

5

进一步收集随访资料来研究证实.
细胞凋亡是指为维持内环境稳定, 由基因
控制的为更好地适应生存环境细胞自主有序性
死亡[16]. 他涉及一系列基因的激活、表达以及调
控等的作用, 其过程受凋亡促进因子和抑制因

6

子的共同调节. 我们利用 TUNEL检测胰腺组织
中的细胞凋亡情况并计算AI. 结果49例胰腺导
管腺癌和15例正常胰腺组织中的AI分别为5.93

7

±4.18, 0.41±0.13, 两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AI
在肿瘤组织高分化组、T N MⅠ-Ⅱ期组明显高
于低分化组、Ⅲ-Ⅳ期组, 细胞凋亡的增加可能
是机体本身存在自我对抗肿瘤的一种防御方式.

8

而凋亡与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部位无关,
表明凋亡主要影响胰腺癌的发展、转移及预后,
对胰腺癌的发生影响较小. 在同一病变中IGF-IR
表达阳性组AI值低于阴性组, 两者相比有统计
学意义, 表明IGF-IR具有调节细胞凋亡的功能,
IGF-IR的过度表达可能抑制细胞凋亡的发生, 增
强细胞的增殖活性, 细胞增殖与凋亡之间动态

9

平衡被破坏, 破坏了机体的自身调节, 突变细胞
逃离生长监控得以生存, 在胰腺导管腺癌发生
发展中发挥负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 WT1, IGF-1R的表达与胰

10

腺导管腺癌的发生、发展、浸润、转移密切相
关. WT1, IGF-1R的表达对胰腺导管腺癌的诊断
和判断预后有一定临床意义. 设想通过反义寡
核苷酸技术以W T1基因为靶点进行基因治疗,
抑制WT1基因转录活性, 降低WT1, IGF-1R的过
高表达, 促进细胞凋亡, 有可能为胰腺导管腺癌

11

的治疗提供新的途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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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 反义寡核苷酸
技术: 就是根据
碱基互补原理,利
用人工或生物合
成的特异互补的
DNA或RNA片段
(或其修饰产物)
抑制或封闭基因
表达的技术.
2 TUNEL法: 即
原位DNA末端标
记法, 其基本原理
是利用细胞凋亡
过程中DNA断裂
暴露的末端,用已
标记荧光的碱基
与之互补连接,而
后直接用荧光显
微镜观察或用相
应荧光抗体与之
结合,再通过快红
等显色剂显色了
解有无DNA断裂
从而了解细胞凋
亡. 是目前检测细
胞凋亡的一种常
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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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实验采用免疫
组化和原位细胞
凋亡染色技术, 观
察胰腺导管腺癌
及正常胰腺组织
中WT1、IGF-IR
的表达情况, 结果
表明: 胰腺导管
腺癌组织中IGFIR的高表达抑制
细胞凋亡, WT1,
IGF-IR的高表达
以及细胞凋亡的
减少可能在胰腺
导管腺癌的发生
发展中起重要作
用. 该文思路清
晰, 目的明确, 材
料方法先进, 结
果、结论可信, 是
一篇较好的研究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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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anti-tumor effect of
cytotoxic T lymphocytes (CTLs) in vitro induced
by human dendritic cells (DCs) sensitized with
pancreatic carcinoma cell lysate on the primarily
cultured autogenous cells.
METHODS: Pancreatic carcinoma cells from 6
patients were lysed as tumor antigens. T cells
and DCs were separated from peripheral blood.
The anti-tumor effects of CTLs induced by DCs
sensitized with tumor antigens on the primarily
cultured autogenous cancer cells were observed
by Cr51-release assay. CTLs pulsed by normal
DCs or DCs sensitized with pancreatic cancer
cell Panc1 lysate were used as negative or antigen control,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killing rates of CTLs for each
cas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from
69.05% ± 15.79% to 88.05% ± 15.34%, while in the
antigen controls they were from 43.08% ± 6.92%
www.wjgnet.com

to 67.30% ± 8.91%, both of which were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negative control (P < 0.01).
In addition, the killing rat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antigen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CTLs induced by DCs pulsed
with pancreatic carcinoma cell lysate have specific cytotoxic effects on the autogenous pancreatic carcinoma cells.
Key Words: Dendritic cell; Cytotoxic T lymphocyte;
Pancreatic carcinoma; Cytotoxic effect
Chen X, Yang F, Yang XW, Zhang F. Killing effect
of tumor vaccine pulsed with dendritic cells on
pancreatic carcinoma cell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28):2815-2818

摘要
目的: 研究胰腺癌细胞冻融物致敏树突状细
胞(DC)诱导的细胞毒性T细胞(CTL)对原代培
养的自体胰腺癌细胞的杀伤作用.
方法: 从6例手术切除的胰腺癌组织中分离胰
腺癌细胞, 反复冻融获得肿瘤抗原; 以该肿瘤
抗原致敏外周血DC, 诱导T细胞转变为CTL;
采用Cr51释放法观察CTL对原代培养的自身胰
腺癌细胞的杀伤活性, 分别以来源于胰腺癌细
胞株Panc1的肿瘤抗原致敏DC和未致敏DC刺
激的CTL作为抗原对照和阴性对照.
结果: 实验组C T L对自身细胞的杀伤活性为
69.05%±15.79%→88.05%±15.34%, 抗原
对照组CTL的杀伤活性为43.08%±6.92%→
67.30%±8.91%, 两组CTL杀伤率均显著高于
阴性对照组(P <0.01); 而实验组与抗原对照组
相比, 前者的杀伤活性显著高于后者(P <0.05).
结论: 胰腺癌细胞冻融物致敏的DC疫苗可以
诱导T细胞产生高效的针对自体癌细胞的细
胞毒效应; 新鲜肿瘤组织来源的胰腺癌细胞
比传代的Panc1细胞具有更好的抗原性.
关键词: 树突状细胞;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 胰腺癌
细胞; 细胞毒效应

■背景资料

胰腺癌是恶性程
度最高的肿瘤之
一, 预后极差, 传
统的治疗方法对
胰腺癌的疗效及
预后无明显改善,
而应用免疫生物
学手段治疗胰腺
癌则有望成为改
善胰腺癌疗效及
预后的一条有效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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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DC能有效激活
CTL发挥细胞毒
作用, 在肿瘤免
疫治疗中日益受
到重视. 已有多
种DC疫苗尝试用
于乳腺癌、前列
腺癌、黑色素瘤
等临床治疗与研
究. 在胰腺癌方
面, 目前国外已有
学者利用胰腺癌
细胞冻融物或不
同的免疫分子激
活DC, 进而介导
CTL对胰腺癌细
胞的杀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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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壁细胞, 每孔加入含rhGM-CSF (1000 U/mL),

细胞的杀伤效应.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28):2815-2818

rhIL4 (1000 U/mL), 100 mL/L AB血清的RPMI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2815.asp

1640完全培养液1 mL; 每2 d半量换液, 并加入
半量细胞因子, 保持细胞因子浓度不变. 3-4 d

0 引言

后, 贴壁细胞变成悬浮的、具有突起的未成熟

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 DCs)在启动抗肿瘤
免疫中起关键作用. 研究表明, 肿瘤抗原激活的
D C诱导的抗肿瘤免疫在体外细胞实验及动物

DC. 培养第5天, 将每群DC分为两组, 一组加入
20 μg/mL其自身来源的肿瘤抗原冻融物(自身
细胞致敏DC组), 另一组加入等量Panc1细胞冻

实验中均表现出良好的抗肿瘤作用. 我们从胰

融物(细胞系致敏DC组), 然后继续培养; 第7天

腺癌患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收集悬浮细胞, 即为具有递呈抗原能力的致敏

mononuclear cell, PBMC)培养、扩增DC, 观察胰

DC. 细胞毒效应按照自身肿瘤抗原致敏自身DC

腺癌组织细胞冻融物致敏DC诱导的细胞毒性T
癌的抗肿瘤效应.

→诱导自身CTL→杀伤自身肿瘤细胞的方案进
行, 分别以细胞系致敏D C及未致敏D C诱导的
CTL作用组作为抗原对照组(Ag control)和阴性
对照组(negative control). 具体采用4 h 51Cr释放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胰腺癌患者6例分别为我院住院患者,
年龄范围56-76(平均65.2)岁. 手术切除的肿瘤组
织病理学诊断均为胰腺导管细胞癌, RPMI 1640
培养液为Gibco公司产品; rhGM-CSF, rhIL-4为
51

Promega公司产品; Na2Cr O4购自Amersham公
司; 淋巴细胞分离液、胶原酶均购自欣经科公
司. 胰腺癌细胞株Panc1购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基
础医学研究所细胞中心, 常规培养于含100 mL/L
胎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液中. 无菌条件下收
集肿瘤组织, 切成小块置于含抗生素的培养液
中, 胶原酶消化后分离胰腺癌细胞. 将细胞分为
两部分: 一部分作为肿瘤细胞抗原, 另一部分细
胞进行原代培养, 备作细胞毒实验用.
1.2 方法 将上述从肿瘤组织中分离的胰腺癌
细胞及Panc1细胞用液氮快速冷冻-室温慢融方
式, 反复冻融3-4次, 镜下见细胞完整性破坏后
终止冻融, 16 000 g 离心30 min, 收集上清, 无菌

从患者手术切除
的胰腺癌组织中
分离胰腺癌细
胞, 利用其自身的
胰腺癌细胞冻融
物作为抗原激活
DC, 观察活化DC
介导的CTL对患
者自身的胰腺癌
细胞的杀伤效应,
可为DC疫苗在临
床上的应用提供
更加切实可信的
依据, 这一方案目
前在国内外尚未
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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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 CTL)对胰腺

■创新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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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CTL的抗肿瘤效应: (1)效应细胞: 将分离
的外周血T细胞, 培养7 d后按照DC∶T = 1∶10
的比例分别加入自身细胞致敏DC、细胞系致敏
DC及未致敏DC, 继续培养3-4 d后收集T细胞, 此
即为效应细胞CTL. (2)靶细胞: 分别收集1×106
Panc1以及从6例肿瘤组织中分离获得的胰腺癌
细胞(编号S1-S6), 重悬于0.5 mL不含碳酸氢钠
的完全培养液. 加入3.7 MBq 51Cr铬酸钠, 37℃水
浴中标记1 h, 洗涤细胞三次, 调整细胞浓度为5
×104/mL. (3)细胞毒效应: 向96孔板加入靶细胞,
每孔100 μL. 按效应细胞∶靶细胞 = 50∶1的比
例向各孔加入100 μL不同效应细胞. 每组均设
3个复孔, 阴性对照孔(自发释放)只加100 μL完
全培养液, 阳性对照孔(最大释放)加100 μL 1%
NP40 (v/v). 将96孔板置37℃培养4 h后, 1000 g
离心培养板10 min, 每孔吸取100 μL上清在液闪
计数仪上测定每分钟放射活性(cpm值). 细胞杀
伤活性按以下公式计算: CTL活性(%) = [(实验

微孔滤膜过滤后, 即为肿瘤组织冻融抗原. 以

组cpm-自发释放cpm)/(最大释放cpm-自发释放

Bradford法对冻融抗原进行蛋白定量, 冻存备

cpm)]×100%.

用. 以Thomas et al [1]改良的方法分离及纯化胰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统计软件, 所有变量

腺癌患者外周血DC, 主要步骤如下: 抽取胰腺

均以mean±SD表示. 变量间差异显著性比较用

癌患者外周静脉血10 mL, 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

方差分析(Student-Newman-Keuls法).

离PBMC; 悬浮于含100 mL/L AB血清的RPMI
1640完全培养基中, 加入24孔板(每孔2×106细

2 结果

胞); 在 37℃, 5% CO2培养箱中温育2 h, 分别获

以胰腺癌细胞抗原刺激的DC活化T细胞, 使其

得悬浮细胞与贴壁细胞. 将悬浮的PBMC在聚丙

转变为CTL, 再通过51Cr释放法检测CTL在体外

烯Petri皿中培养, 选择性除去巨噬细胞; 以尼龙

对胰腺癌细胞的杀伤作用, 结果显示: 利用从

毛过滤除去B细胞; 再与L2亮氨酸-L2亮氨酰甲

胰腺癌组织中分离的细胞冻融物作为抗原依

酯共同培养选择性除去其中的N K细胞及细胞

次活化DC和CTL, 其CTL对自身细胞的杀伤活

毒性T细胞, 余下细胞则主要为T淋巴细胞. 对于

性为(69.05%±15.79%)-(88.05%±15.34%); 而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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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应用要点

效应细胞CTL对胰腺癌细胞的杀伤活性 (mean±SD , %)

靶细胞

自身细胞致敏DC组

细胞系致敏DC组

未致敏DC组

S1

86.72±13.83ab

51.32±1.63b

3.67±0.86

S2

76.36±9.16ab

43.08±6.92b

6.21±1.32

S3

70.01±6.56ab

49.24±4.76b

4.18±1.05

ab

S4

88.39±10.75

S5

69.05±15.79ab

44.37±11.28b

S6

88.05±15.34ab

60.12±8.54b

3.97±0.69

82.17±12.75b

2.08±1.10

Panc1

76.05±7.70

a1

67.30±8.91

b

2.98±1.13
4.56±0.78

a

P <0.05 vs 细胞系DC组; bP <0.01 vs 未致敏DC组. 1: 该组所用CTL与S1组相同.

利用Panc1细胞冻融物作为抗原依次活化DC和

本研究利用胰腺癌患者手术切除的肿瘤细

CTL, 其CTL对自身细胞的杀伤活性为(43.08%

胞冻融物作为抗原激活患者自体DC, 体外观察

±6.92%)-(67.30%±8.91%); 两组C T L杀伤率

活化DC诱导产生的CTL对原代培养的患者自体

均远高于未经抗原刺激的D C活化的C T L作用

胰腺癌细胞的杀伤作用, 结果6例患者的CTL在

组[杀伤率为(2.98%±1.13%)-(6.21%±1.32%),

体外均显示出了很强的杀伤活性, 这一结果表

P <0.01]. 上述结果说明无论是自身来源的肿瘤

明, 患者自体DC经rhGM-CSF, rhIL-4及自体胰腺

抗原, 还是胰腺癌细胞株来源的肿瘤抗原, 均可

癌细胞冻融物共同修饰后, 产生了良好的抗原

以有效刺激DC, 使其进一步激活CTL, 发挥杀伤

递呈作用, 从而能有效激活CTL发挥杀伤作用.

胰腺癌细胞的作用(表1).

因此, 如果将自体DC作为疫苗输入患者体内, 则

此外, 对同一靶细胞来说, 自身抗原活化

活化的DC有可能使机体对肿瘤细胞免疫监视作

D C介导的C T L对靶细胞的杀伤活性均显著高

用的缺陷得以修复, 在体内主动诱导宿主产生

于P a n c1活化D C介导的C T L的杀伤效力(各组

高效特异性的抗胰腺癌免疫应答, 抑制胰腺癌

P <0.05), 显示前者具有更强的细胞毒效应; 反

肿瘤细胞的生长. DC疫苗作为一种临床胰腺癌

之, 当以Panc1作为靶细胞时, 从癌组织中分离的

辅助治疗手段应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胰腺癌细胞冻融物活化的DC介导的CTL杀伤效

在靶细胞相同的情况下, 与以胰腺癌细胞株

应与Panc1细胞自身冻融物刺激活化的DC介导

Panc1冻融物作为抗原相比, 抗原为自体胰腺癌

的CTL作用相比, 二者无显著差别(表1). 上述结

细胞诱导产生的DC所激活的CTL具有更高的杀

果提示, 新鲜肿瘤组织来源的胰腺癌细胞比传

伤率, 其可能的原因为DC可以从胰腺癌细胞冻

代的胰腺癌细胞系Panc1具有更好的抗原性, 因

融物中获取全细胞抗原(即能充分获得肿瘤抗原

而可以更有效地激活DC.

或肿瘤相关抗原), 完全激活T淋巴细胞, 从而产
生特异性的细胞毒性作用.

3 讨论

胰腺癌是消化道肿瘤中恶性程度最高的肿

DC是目前所知的最有效的激活初始化T细胞的

瘤, 其根治性切除术后较高的复发与转移率以

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 APC), 在肿

及对传统化疗、放疗不敏感已成为制约胰腺癌

瘤免疫治疗中日益受到重视[2-3]. 已有多种DC疫

有效治疗的主要障碍 [8-9], 必须寻找新的治疗手

苗尝试用于乳腺癌、脑部肿瘤、前列腺癌、黑

段才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

色素瘤等临床治疗与研究[4-5]. 研究表明, 肿瘤细

示, 胰腺癌细胞裂解物致敏DC介导的CTL的细

胞无法被T细胞识别、杀伤是由于荷瘤宿主的

胞毒作用对胰腺癌细胞可以产生特异性的杀伤

DC功能有缺陷, 无法有效递呈肿瘤抗原所致. 在

作用, 提示活化的DC疫苗可作为肿瘤免疫生物

胃癌、甲状腺癌、黑色素瘤、肺癌、直肠癌等

学治疗的一种崭新模式, 改善晚期胰腺癌的疗

的研究中, 肿瘤患者存在DC数量减少及功能缺

效, 预防胰腺癌根治术后的复发与转移.

陷[6-7]. 本实验应用反复冻融法获取胰腺癌细胞裂
解产物作为胰腺癌全细胞性抗原, 由这些抗原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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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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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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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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3022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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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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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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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