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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EDITORIAL

重视我国胰腺癌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郭晓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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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全军消化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辽宁省消化病学会副
主任委员、沈阳军区消化病学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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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及芳香胺类物质摄入过多; 有胰腺癌家族
史; 年龄在60岁以上突发糖尿病者; 慢性胰腺炎,
特别是慢性家族性胰腺炎和钙化性胰腺炎患者;
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瘤患者; 遗传疾病, 尤其
是家族性腺瘤性息肉患者; 远端胃大部切除20 a
以上者等, 相关明确病因尚待深入研究.
胰腺癌发病的确切机制亦不清楚. 近年研

摘要
胰腺癌是一类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的肿瘤. 临
床表现缺乏特征性, 故诊断及治疗都极为困
难. 与胰腺癌相关的基础、临床研究已经成为
我国胰腺癌研究方面的重大课题. 本文将胰腺
癌的发病机制及诊断等方面的研究的现状作
一综述.

究表明, 肿瘤相关的促癌基因、抑癌基因的激
活、失活和突变等均与胰腺癌的发生、发展
和转移等密切相关, 这些基因包括K-r a s, p53,
DPC4, KAⅡ及端粒酶等[4]. 研究表明, 胰腺癌组
织中, DPC4外显子纯合性缺失率为28.26%, KA
Ⅱ mRNA无转移者在2.4 kb处存在明显的杂交
信号, 转移者杂交信号较弱. 端粒酶活性及端粒

关键词: 胰腺癌; 发病机制; 诊断
郭晓钟. 重视我国胰腺癌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世界华人消化

酶基因在胰腺癌的检出率较高, 但二者变化淋
巴转移、组织学分级及临床分级等无关、提示

杂志 2006;14(33):3161-3162

端粒酶激活可能和K-ras突变一样是胰腺癌发生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3161.asp

的早期事件, 而p53失活为晚期事件.

0 引言
胰腺癌具有起病隐匿, 恶性程度高, 预后差、生
存率低等特点, 临床表现缺乏特征性, 故诊断及
治疗都极为困难. 此癌平均生存期2-3 mo, 1 a生
存率为8%, 5 a生存率仅为1%-3%. 流行病学研
究显示胰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分别从1960年代
的第22位和第15位上升至1990年代的第5位和
第6位; 死因中男性为6-8位, 女性为9-10位[1]. 发
病率以40-59岁年龄组最高, 为57.4%, 死亡率则
以60岁以上年龄组最高, 为69.62%, 这与国外发
病率及死亡率以60岁以上居多有所不同[2]. 死亡
率的地区差别亦十分显著, 其中上海市最高, 为
7.21/10万, 东北及华北地区报告死亡率为其他
地区的4倍, 城市报告死亡率为农村的2.42-4.68
倍[3]. 因此, 与胰腺癌相关的基础、临床研究已
经成为我国胰腺癌研究方面的重大课题.

2 临床诊断
胰腺癌的诊断主要依靠肿瘤标志物、组织学或
细胞学和影像学检查等. 我国自行研制具有一
定临床应用价值的肿瘤标志物有Y P C3和S C6,
其他如CA19-9, CA242, CA50, CA125等, 总阳
性率为25%-90%, 多种抗体联合检测可将诊断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提高至90.2%及93.5%. 采用
PCR-SSCP方法检测粪便标本中p53基因第5-8
外显子突变, 对胰腺癌诊断有一定意义[5]. 经内
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术后收集胰液中
脱落细胞和体表超声引导下胰腺穿刺活检细胞
检查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是
88.4%, 100%和88.4%. 近年来采用内镜超声检
查(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引导下行细
针穿刺活检(fine needle aspiration, FNA), 明显改
善组织细胞学检查敏感性和特异性. 常用的影

1 病因和发病机制

像学检查符合率72%-94%, 以EUS及胰管内超声

胰腺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上升的原因尚不清楚,

(intraductal ultrasonography, IDUS)高[6-7]. 此外我

可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包括吸烟、

国学者亦尝试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及电子束CT

www.wjgnet.com

■背景资料

胰腺癌恶性程度
高, 发病隐匿, 早
期常无症状, 诊断
后多属晚期, 手术
切除率低, 化疗效
果差, 是目前愈后
较差的肿瘤之一.
因此, 与胰腺癌相
关的基础、临床
研究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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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尽快提高我国胰腺癌的总体诊治水平[16-20].

作出判断[8]. 近年来, 一些新的扫描技术的应用
提高了对小胰癌的检出率, 包括普通CT双期增
强扫描、多层螺旋CT双期增强扫描、磁共振成
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屏气T1加
权成像及其脂肪抑制、T2加权成像及其脂肪抑
制、Gd-DTPA动态增强、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mce angiography, MRA)等[9-10].
胰腺癌的早期诊断是临床医生非常关注的
重要课题[11]. 早期诊断的主要目的是发现早期胰
腺癌或小胰癌, 但临床常用的CA19-9等肿瘤标
志物对胰腺癌的诊断已属晚期, 基因检测尚处
于基础研究阶段, 影像学技术如EUS、IDU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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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经口胰管镜检查(P P S)及磁共振胰胆管成像
(MRCP)等的综合应用亦不十分肯定, 为此我国
学者提出了早期诊断策略, 即对上腹不适和上

8

腹痛等症状的高危人群, 除进行有关的实验室
检查外, 首选B超和CT, 随后进行MRCP检查, 同

9

时收集胰液或经皮穿刺针吸进行细胞学、组织
学和有关肿瘤标志物的检测, 并结合IDUS、胰

10

管镜等多种影像学检查进行综合分析, 但早期
诊断仍是十分困难的问题, 故应当重视与胰腺
癌发生密切相关的癌前病变的研究[12-15].
3 展望
从我国现有的研究情况看, 所取得的这些成绩
不仅为全面启动胰腺癌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

11
12
13

础, 而且有的研究已是异军突起, 显示出良好的
发展前景. 但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包括: 缺
乏对吸烟和嗜酒等与胰腺癌发生关系相关知识
的宣传和普及; 缺乏对高发人群普查筛选的有
关研究资料, 多数临床医师忽视对与胰腺癌有

14
15
16

关的早期症状的认识和鉴别; 缺乏对早期胰腺
癌的警惕性, 包括对胰腺癌早期症状的认识不
足及缺乏早期诊断敏感及特异的标志物; 中晚

17

期患者的总体治疗效果较差, 生存率提高不明
显; 胰腺癌的相关基础研究仍较薄弱, 与国外差
距较大; 缺乏对胰腺癌诊断及治疗效果与费用

18

的评价标准; 我国有关胰腺癌诊治的临床研究
存在着样本数量少、设计不合理、临床实际应
用价值低等缺陷. 目前国内外的分子克隆、基

19

因芯片、人类基因组计划及现代分子生物学等
的迅猛发展为胰腺癌的系统及深入研究奠定了
良好的方法学基础. 相信我国学者对上述问题
将会引起足够的认识, 积极研究制定相应对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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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oxibustion at
Zusanli and Liangmen point on gastric mucosal
cell apoptosis in rats with stress-induced ulcer,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effects and the plasma content of dopamine (DA),
mucosal expression of endothelin (ET).
METHODS: Sixty healthy Sprague 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4 groups, named
goup A, B, C and D, respectively. The animal
model of stress ulcer was established by water
immersion and restraint stress. The rats in group
A, B, and D served as the restraint, model, and
non-accupoint controls, while those in group C
received moxibustion at Zusanli and Liangmen
www.wjgnet.com

point.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apoptosis index (AI, ×10-6/μm2) in
all the groups, and biological signal analyzer
was applied to measure gastric mucosal blood
flow (GMBF). The plasma content of DA was
examined by high efficiency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the mucosal expression of ET was
detected by radioimmunoassay�.
RESULTS: Moxibustion at Zusanli and Liangmen
poin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gastric injury,
plasma content of DA and mucosal expression
of ET as well as the apoptosis of gastric mucosal
cells, while markedly increased GMBF.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in group A, the UI (26.80 ±
9.81 vs 12.00 ± 5.94, P < 0.01), plasma DA content
(9.97 ± 3.69 μg/L vs 4.54 ± 2.61 μg/L, P < 0.01),
mucosal ET expression (361.469 ± 98.080 ng/L
vs 149.205 ± 94.1425 ng/L, P < 0.01) and AI (9.65
± 4.19 vs 4.36 ± 2.60, P < 0.01)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ut GMBF (139.489 ± 33.133 mL/min
vs 377.090 ± 85.840 mL/min, P < 0.01) was decreased in group B. However, the values of UI
and AI were obviously lower in group C than
those in group B and D (UI: 14.10 ± 5.42 vs 26.80
± 9.81, 26.20 ± 7.23, P < 0.01; AI: 3.00 ± 1.58 vs
9.65 ± 4.19, 8.20 ± 5.17, P < 0.01), but GMBF was
higher in group C (316.552 ± 85.469 mL/min vs
139.489 ± 33.133, 141.512 ± 58.450 mL/min, P <
0.01). the ulcer index (UI), the content of ET in
gastric mucosa and DA in plasma decreased,
GMBF increased, AI of gastric mucosa cells decreased (P < 0.05 or P < 0.01). Furthermore, the
plasma DA and mucosal ET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group C than those in group B
(DA: 4.41 ± 2.48 μg/L vs 9.97 ± 3.69 μg/L, P < 0.01;
148.271 ± 69.113 ng/L vs 361.469 ± 98.080 ng/L,
P < 0.01), but they had no marked difference
with those in group D.
CONCLUSION: Moxibustion at Zusanli and
Liangmen point can resist the stress-induced injury, and the mechanism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decrease of plasma DA level and gastric mucosal ET expression, improvement of GMBF and
inhibition of gastric cell apoptosis.

■背景资料

正常胃黏膜细胞
存在程序性死亡,
即细胞凋亡, 籍以
清除衰老的细胞,
维持胃黏膜生理
平稳和完整性. 人
体各组织细胞数
目的维持是由细
胞增殖与凋亡之
间平衡来实现的.
而应激性损伤所
致的胃黏膜病变
常常伴随着大量
细胞凋亡的发生.
寻求一种无毒副
作用的方法, 抑制
细胞凋亡, 对抗应
激性损伤, 是保护
胃黏膜可行途径.
针灸介入可以影
响细胞凋亡. 已有
研究表明, 针刺可
抑制缺血引起的
神经系统细胞和
心肌细胞凋亡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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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近年来关于针灸
对胃黏膜损伤保
护作用机制的研
究已有不少报道,
不少作者从神经
机制的调节、胃
肠激素的影响、
胃黏膜血流量的
改善、ET及NO
等体液因子作
用、对抗氧自由
基、胃壁屏障的
加强等方面揭示
了针灸对胃黏膜
损伤保护作用的
可能机制. 新近有
作者发现针灸足
三里等穴还可通
过诱导热休克蛋
白表达, 促进肠三
叶因子的释放等
环节, 对抗胃黏膜
损伤, 促进损伤后
的胃黏膜修复, 实
现对胃黏膜的保
护作用. 更有作者
从EGF受体及其
受体后信息转导
通路, 探讨了针灸
对胃黏膜保护的
细胞及分子生物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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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应激性溃疡(SU)的发生主要是机体的神经内分

摘要
目的: 探讨艾灸足三里、梁门穴对应激性溃
疡胃黏膜细胞凋亡的影响, 分析其与血浆多巴
胺(DA)、胃黏膜内皮素(ET)的关系, 揭示艾灸
足三里、梁门穴对抗应激性损伤, 进而保护胃
黏膜的机制.
方法: SD大鼠60只随机分为4组, 即束缚对照
组、模型组、艾灸足三里和梁门穴组、艾灸
非穴点对照组, 每组15只. 束缚水浸应激法造
模, 免疫组化方法测定细胞凋亡指数(×10-6个
/μm2). 采用生物信号分析仪检测胃黏膜血流
量(GMBF),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浆DA含
量, 放射免疫法测定胃黏膜ET含量.
结果: 预先艾灸足三里、梁门穴可显著降低
随后的应激性胃黏膜损伤指数, 降低胃黏膜
ET和血浆DA含量, 增加胃黏膜血流量, 降低
胃黏膜细胞凋亡指数. 造模后, B组UI值(26.80
±9.81 vs 12.00±5.94, P <0.01)、血浆DA(9.97
±3.69 μg/L vs 4.54±2.61 μg/L, P <0.01)、胃
黏膜ET(361.469±98.080 ng/L vs 149.205±
94.1425 ng/L, P <0.01)以及凋亡指数(9.65±
4.19 vs 4.36±2.60, P <0.01)显著高于A组, 而
GMBF低于A组(139.489±33.133 mL/min vs
377.090±85.840 mL/min, P <0.01); C组UI值、
凋亡指数显著低于B组和D组(U I: 14.10±
5.42 vs 26.80±9.81, 26.20±7.23, P <0.01; 凋
亡指数: 3.00±1.58 vs 9.65±4.19, 8.20±5.17,
P <0.01), 而GMBF高于B组和D组(316.552±
85.469 mL/min vs 139.489±33.133, 141.512±
58.450 mL/min, P <0.01); C组血浆DA含量及胃
黏膜ET显著低于B组(DA: 4.41±2.48 μg/L vs
9.97±3.69 μg/L, P <0.01; 148.271±69.113 ng/
L vs 361.469±98.080 ng/L, P <0.01), 但与D组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0.05).

泌失调, 使胃黏膜保护机制减弱, 同时损伤因素
相对增强而导致的. 其中胃黏膜缺血是SU的主
要病理生理改变[1]. 应激状态下, 外周交感-肾上
腺髓质系统强烈兴奋, 儿茶酚胺释放增多, 同时
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加, 他可增强儿茶酚胺对血
管的反应[2], 从而引起胃肠黏膜血管痉挛, 导致
胃黏膜缺血、缺氧. 另一方面, 应激状态下胃黏
膜更新能力异常, 应激性损伤所致的胃黏膜病
变常伴随着大量细胞凋亡的发生. 胃黏膜细胞
凋亡的增强可能是消化性溃疡的重要发病机制
之一[3]. 本课题组在以往的研究中已证明, 针刺
足阳明经穴对胃黏膜细胞损伤有一定保护作
用

[4-5]

. 关于艾灸足阳明经穴对胃黏膜损伤的影

响研究较少. 本实验选取足三里和梁门两穴, 观
察艾灸预处理是否可减轻应激所造成的胃黏膜
细胞凋亡, 并分析其可能的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健康SD大鼠60只, 雌雄各半, 体质量
200-250 g, 由湖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提供.
施灸材料为苏州东方艾绒厂生产的“神灸300
灸”艾炷(型号: 东方一型), 直径0.5 m-0.5 cm,
高0.8 m-0.8 cm. DA标准品(由美国Sigma公司提
供); E T检测试剂盒(解放军总医院科技开发中
心放免所); 细胞凋亡检测试剂盒(武汉博士德公
司); 棕黄色D A B显色剂(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TBS缓冲液(武汉博士德公司); 多
聚赖氨酸(Poly-L-lysin, 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其余试剂均系国产分析纯. 生物信
号分析仪、超声多普勒探头(美国Biopac公司);
TGL16M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长沙科威实业有
限公司)、LC-6A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 岛津公
司)、Motic B1显微镜(浙江)、FJ-2008型γ免疫

结论: 艾灸足三里、梁门穴预处理可减轻束
缚水浸应激所造成大鼠胃黏膜的损伤程度, 这
一作用可能是通过降低血浆DA和胃黏膜ET
含量, 增加胃黏膜血流量, 抑制细胞凋亡实现的.

计数仪(西安262厂), MILLIPORE超纯水系统(法

关键词: 艾灸; 足三里穴; 梁门穴; 应激性溃疡; 胃黏
膜血流量; 内皮素; 多巴胺; 细胞凋亡

1.2.1 标本提取及处理方法 完全随机分为4组: A

国), Elix/RiO3纯水系统(法国), 石蜡切片机(美国
820型AO切片机).
1.2 方法
束缚对照组, B模型组, C艾灸足三里、梁门穴组,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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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艾灸非穴对照点组, 每组15只. 采用束缚冷应
[6]

法, 色谱柱为Diamonsil C18柱(250 mm×4.6 mm,

激方法制作急性SU模型 , 大鼠禁食不禁水24 h

5 µm); 流动相为甲醇-100 mmol/L醋酸钠(用醋

后, 束缚于鼠板上, 置于温度为20℃水中, 水面

酸调pH至4.5) = 5∶95, 用前经0.45 µm的过滤

达胸骨剑突水平, 10 h后取出松绑. 取大鼠单侧

膜, 超声脱气, 流速为1.0 mL/min, 柱温为35℃,

足三里、梁门两穴. 穴位定位参考: 林文注主编

AUFS 50 mV, 进样量为20 µL, 工作电压为70

第1版《实验针灸学》常用动物穴位定位法. 对

mV. 样品处理: 取血清200 µL, 加少许磺基水杨

照点: 梁门穴外测旁开1 cm的非穴位处和膝关

酸混匀, 14 000 r/min, 离心5 min, 取上清20 µL进

节内侧与足三里平行的非穴点. 所有大鼠捆缚

样. 计算公式如下: 样品浓度 = 样品峰面积×标

于鼠板, A, B组不灸, C, D组以艾炷黏于穴位或

准浓度/标准峰面积, 单位为ng/mL; (3)胃黏膜ET

对照点施灸, 每天每穴(点)连续灸四壮(约0.5 h),

测定: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放射免疫法测定; (4)

连灸8 d, 左右交替. 第8天灸后B, C, D组束缚水

细胞凋亡检测: 按博士德公司细胞凋亡试剂盒

浸造模(造模前禁食24 h). 造模后24 h动物麻醉

说明书处理. 阳性判定标准为细胞核中出现棕

(ip 100 g/L乌拉坦, 1 mL/100 g)取材并测定各项

黄色细颗粒状. 阳性细胞计数采用MIAS医学图

指标. 实验结束后动物麻醉后取材. 每组随机抽

像分析系统进行测定, 每张切片随机选取5个高

取5只大鼠, 取胃前, 先将幽门部用线结扎, 然后

倍视野(10×40), 计算细胞凋亡的数密度(阳性

用注射器抽取40 g/L多聚甲醛3 mL, 自食道注入

细胞数/统计场面积, 单位个/µm2, 由MIAS系统

胃内, 拔出针头结扎贲门. 在两结扎线的两端切

自动设定), 取平均值, 设定为凋亡指数(AI).

断食道及十二指肠, 摘下全胃, 10 min后沿胃大

统计学处理 检测数据用m e a n±S D表示,

弯剖开, 用冰生理盐水冲洗, 取胃组织一小块(约

所有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 多组计量资料采用

5 mm×10 mm), 然后放入40 g/L多聚甲醛中4℃

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方差齐者

固定24 h, 石蜡包埋备用. 其余大鼠麻醉后, 从腹

用LSD和SNK法, 方差不齐者用Tamhane's T2或

中线打开腹腔, 暴露胃, 采用美国Biopac公司生

Dunnett's T3法, 使用SPSS 11.5软件进行处理.

产的激光多谱勒血流仪, 选用迷你型接触式探
头, 血流计将采集的信号由MP150型模一数转换

2 结果

器转换成血流灌注量单位(blood perfusion unit,

2.1 艾灸足三里、梁门穴对胃黏膜UI, GMBF,

BPU), 其值输入计算机, 通过Acqknowledgev3.5

ET及血浆DA含量的影响 A组大鼠虽未水浸造

软件进行曲线描记. 测量时在大鼠胃大弯处剪

模, 但经束缚处理后, 胃黏膜亦有轻度损伤, 水

一个2 cm小口, 将激光探头先后置于胃窦、胃

浸造模后, B组UI值显著高于A组(P <0.01), 说明

底及胃大、小弯4点检测, 当显示器测量曲线稳

造模后胃黏膜损伤指数明显升高; C组U I值显

定后开始取值, 每只大鼠每点各测三次, 每次测

著低于B组和D组(P <0.01), 说明艾灸足三里、

15 s, 每点取稳定的曲线10 s算其平均值, 最后以

梁门穴可降低胃黏膜损伤指数, 保护胃黏膜, 且

4点GMBF的平均值作为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艾灸穴位作用较非穴位明显. B组GMBF显著低

测定GMBF后, 颈动脉采血3 mL, 加入EDTA和

于A组(P <0.01), C组GMBF显著高于B组和D组

抑肽酶各40 µL, 静置待分层后, 离心(3500 r/min,

(P <0.01), 提示束缚水浸应激造模后胃黏膜血流

4℃, 15 min), 取上清, -20℃保存. 胃黏膜处理: 大

量下降, 而艾灸足三里、梁门穴可改善SU大鼠

鼠剖腹取胃, 沿胃大弯剖开, 用冰生理盐水冲洗

胃黏膜血流量. B组血浆D A含量显著高于A组

胃内残留物, 计数胃黏膜损伤指数后分析天平

(P <0.01), C组血浆DA含量显著低于B组(P <0.01),

称质量, 按1.5 mL/400 mg加入生理盐水, 用玻璃

C组血浆D A含量与D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匀浆器研磨40-50次, 制成胃黏膜组织匀浆, 离心

(P >0.05), 但C组血浆DA含量更接近于A组, 结果

(3500 r/min, 4℃, 15 min), 取上清液, -20℃低温

提示, 束缚水浸应激后大鼠血浆DA含量增高, 艾

保存, 待测.

灸可降低SU大鼠血浆DA含量. B组胃黏膜ET含

1.2.2 观察指标 (1)胃黏膜损伤指数(UI)和胃黏

量显著高于A组(P <0.01), C组和D组胃黏膜ET含

膜血流量(GMBF): 按GUTH法计算UI , 采用美

量显著低于B组(P <0.01), 且C组胃黏膜ET含量

国B I O PA C公司生物信号分析仪, 分别测定胃

更接近于A组, 提示束缚水浸应激造模后, 胃黏

窦、胃底、胃大弯和胃小弯4个部位的GMBF,

膜ET含量增高, 艾灸可降低胃黏膜ET含量, 且艾

取平均值; (2)血浆DA测定: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

灸穴位作用优于非穴位(表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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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胃黏膜细胞凋亡情况. A: A组; B: B组; C: C组; D: D组.
艾灸足三里、梁门穴对UI, GMBF, DA, ET的影响(mean±SD)

n

UI

GMBF (mL/min)

DA (mg/L)

ET (ng/L)

A

10

12.00±5.94

377.09±85.84

4.54±2.61

149.21±94.14

B

10	26.80±9.81b

139.49±33.13b

9.97±3.69b

361.47±98.08b

4.41±2.48

d

148.27±69.14d

5.12±2.53

d

197.00±68.10d

分组

C
D

10

df

df

14.10±5.42

316.55±85.47

b

b

10	26.20±7.23

141.51±58.45

b

P <0.01 vs A组; dP <0.01 vs B组; fP <0.01 vs D组.

2.2 艾灸足三里、梁门穴对胃黏膜细胞凋亡

表 2 艾灸足三里、梁门穴对胃黏膜细胞凋亡指数(AI)的
影响(mean±SD, 10-6个/μm2)

指数的影响 B组胃黏膜A I显著高于束缚对照
组(P <0.05), C组胃黏膜A I显著低于B组和D组
(P <0.05), D组胃黏膜AI与B组比较无显著性差
异, 结果提示, 束缚水浸应激造模后胃黏膜细胞
凋亡明显增加, 艾灸足三里、梁门穴可抑制SU
大鼠胃黏膜细胞凋亡(表2, 图1).
3 讨论

分组

n

AI

A

5

4.36±2.60

B

5

9.65±4.19a

C

5

3.00±1.58c

D

5

8.20±5.17

a

P <0.05 vs A组; cP <0.05 vs B, D组.

SU是机体对各种应激性打击的一种非特异性生
物防御反应, 是中枢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等多

高[10]. 而应激状态下, 会出现下丘脑-垂体-肾上

个器官系统相互作用, 导致胃黏膜保护机制削

腺皮质轴兴奋性升高, 可使血液中的儿茶酚胺

弱, 损伤因素作用相对增强的结果 . 其中, 黏膜

含量也上升. 王琳 et al [11]发现, 强制冷水游泳应

缺血在SU的发病机制中占主导地位[9]. 应激状态

激大鼠血清E, DA, HVA, 5-HT及5-HIAA含量较

下, 外周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强烈兴奋, 儿茶酚

正常组升高, 其中DA含量升高尤为显著. 有人[12]

胺释放增多, 引起胃肠黏膜血管痉挛, 导致胃黏

在对慢性束缚应激大鼠的研究中观察到, 与正

膜缺血、缺氧. DA是一类内源性儿茶酚胺类物

常组比较, 模型组血浆中E, DA, 5-HT, 5-HIAA显

质. 研究表明, 应激可使脑组织内D A含量升

著升高. 本实验观察到模型组血浆DA含量较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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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对照组显著升高, 表明束缚水浸应激使大鼠

性结肠炎结肠上皮细胞的凋亡[24]. 本课题组在观

血浆DA含量发生明显变化. 朱舜丽 et al

在对

察针刺对胃黏膜细胞凋亡的影响时发现, 电针

“束缚-冷冻”应激性溃疡大鼠的研究中发现,

足三里可激发Bcl-2基因蛋白表达, 从而抑制和

与非穴组比较, 应激组胃窦黏膜DA和NE含量呈

减轻乙醇所诱发的胃黏膜细胞凋亡, 且效果优

下降趋势, 而胃体黏膜D A和N E含量呈上升趋

于非穴组[25]. 本实验观察到, 模型组细胞AI显著

势. 而电针足三里穴后, 胃窦黏膜DA含量较应激

增高, 提示束缚水浸应激可诱导大鼠胃黏膜细

组升高, 而胃体黏膜DA含量较应激组下降, 接近

胞凋亡, 从而引起胃黏膜损伤; 艾灸足三里、梁

正常水平, 表明电针足三里穴对应激性溃疡大

门穴组大鼠胃黏膜AI显著低于模型组, 提示艾

鼠胃黏膜DA含量起双向调节作用. 本实验观察

灸足三里、梁门穴可抑制束缚水浸应激所诱导

到, 经艾灸足三里、梁门穴预处理的大鼠血浆

的胃黏膜细胞凋亡, 从而减轻胃黏膜损伤.

[13]

DA含量较模型组显著降低, 接近束缚对照组水

ET是一种具有强大的收缩血管作用的内源

平, 提示艾灸足三里、梁门穴可调节应激性溃

性生物活性多肽, 与SU的发病关系密切, 参与了

疡大鼠血浆DA含量, 从而对抗应激, 减轻胃黏膜

急性胃黏膜组织损伤的病理生理过程[26], 通过其

损伤.

强烈的收缩血管作用导致胃黏膜循环障碍、胃

细胞凋亡是由基因控制的细胞主动死亡过

黏膜血流量下降而介导胃黏膜损伤[27]. Spyridon

程, 是程序性细胞死亡的主要形式[14-15]. 正常胃

et al [28]认为, ET-1造成的局部微循环障碍触发了

黏膜细胞存在程序性死亡, 研究表明细胞凋亡

胃黏膜细胞病理性凋亡的发生及增殖能力的降

是主要的胃肠道上皮死亡方式[16], 以清除衰老的

低, 进而引起胃黏膜结构的改变, 最终导致溃疡

细胞, 维持胃黏膜生理平稳和完整性. 人体各组

形成. Pollock et al [29]认为, 应激因素作用下, ET-1

织细胞数目的维持是由细胞增殖与凋亡之间平

增多特异性结合于E TA受体并激活细胞内酪氨

衡来实现的, 任何原因所致细胞凋亡加快或减

酸激酶级联反应, 最终导致T N F-α基因转录的

慢, 均可使机体内环境稳定发生变化, 机体结构

增加, TNF-α大量产生进一步诱导细胞凋亡的发

和功能受损, 产生各种疾病. 正常胃黏膜上皮细

生.

[17]

胞的增殖与凋亡保持平衡 , 而应激性损伤所致

本实验观察到, 模型组血浆DA和胃黏膜ET

的胃黏膜病变常常伴随着大量细胞凋亡的发生.

显著高于束缚对照组, G M B F显著低于束缚对

唐志鹏 et al [18]研究发现, 在正常胃黏膜表面上皮

照组, AI显著高于束缚对照组, 结果提示束缚水

细胞存在少量凋亡细胞, 乙酸致大鼠胃溃疡第3

浸应激造模后, 血浆DA和胃黏膜ET含量升高,

天, 在溃疡表面可以见到密集的坏死细胞和凋

而胃黏膜血流量下降, 诱发细胞凋亡; 艾灸足三

亡细胞, 溃疡边缘黏膜细胞AI明显增多. 彭仲生

里、梁门穴组血浆DA和胃黏膜ET含量显著低

et al

发现H pylori 感染能增加GU患者的胃黏

于模型组, 胃黏膜血流量显著高于模型组, AI显

膜上皮细胞凋亡, 而对细胞增殖无影响. 患者细

著低于模型组, 结果提示, 艾灸足三里、梁门穴

胞AI/PCNA-LI比值为1.541, 较正常人明显增高,

可调节血浆DA和胃黏膜ET含量, 改善胃黏膜缺

说明H pylori 感染引起胃黏膜上皮细胞凋亡的数

血, 抑制细胞凋亡, 减轻胃黏膜损伤, 从而保护

目大于其增殖的数目, 因而增殖的细胞不能弥

胃黏膜.

[19]

补丢失的凋亡细胞, 最后形成溃疡. 徐俊 et al

[20]

“治未病”是中医防病保健的理论精髓之

在对应激性溃疡大鼠的研究中发现, 与空白对

一, 即在无病或疾病发生之前预先应用针灸方

照组比较, 实验组胃黏膜上皮细胞凋亡明显增

法激发经络之气, 扶助正气, 提高机体抵御各种

加, 溃疡指数明显增加, 且与应激时间呈正相关,

致病因子的能力, 从而达到防止疾病的发生、

表明应激促使大鼠胃上皮细胞凋亡, 凋亡参与

减轻随后疾病的损害和保健延年的目的. 他是

了胃黏膜的损害过程. 而溃疡的愈合也伴随着

一种更加注重机体自身潜能激发与利用的方

细胞凋亡的减少. 熊国良 et al

对胃溃疡大鼠的

法[30]. 因而古代医家大都推崇艾灸治未病的保健

研究发现, 模型组细胞AI明显高于正常组, 治疗

灸法. 现代研究也表明, 艾灸具有镇痛, 改善血

组在溃疡愈合后的AI明显下降. 已有资料报道,

液循环, 调整代谢紊乱, 调节免疫功能, 调整脏

针刺可抑制缺血引起的神经系统细胞和心肌细

腑功能等作用[31]. 本实验采用艾灸预处理, 观察

胞凋亡的发生[22-23]. 针灸对胃肠道黏膜细胞凋亡

其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 结果显示艾灸预处理

的影响研究较少. 有研究表明, 针灸可抑制溃疡

可对抗束缚水浸应激引起的胃黏膜损伤, 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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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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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和保健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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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可能机制是通过调节血浆DA、降低胃黏膜
ET释放, 增加GMBF, 抑制细胞凋亡的发生, 从
而保护胃黏膜. 且艾灸足三里、梁门穴效果优

15
16

于艾灸非穴对照点, 表明针灸足三里、梁门穴
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亦具有穴位的相对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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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observ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recombinant adenovirus Ad-IκBaM on the
activation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 as
well as the enhancing effect of arsenious acid on
the apopt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METHO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s
BEL-7402 and SMMC-7721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arsenious acid, respectively. The recombinant adenoviruses were
prepared to transfect BEL-7402 and SMMC-7721
cells received or not received arsenious acid
treatment. MTT assay and TUNEL method were
used to observe the growth and apoptosis of the
cells, respectively. 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shift
assay (EMSA) and Western blot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and its inhibiwww.wjgnet.com

tion after Ad-IκBaM transfection, respectively�.
RESULTS: MTT indicated that the proliferations of BEL-7402 and SMMC-7721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suppressed after treatment of arsenious aci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P
< 0.05). Western blot and EMSA showed that
arsenious acid markedly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liver cancer cells, and promoted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After transfection with Ad-IκBaM,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induced by arsenious
acid was dramatically inhibited. The apoptosis
rates were 66.47% and 36.67% in SMMC-7721
cells transfected with Ad-IκBaM and Ad-IκBa,
respectively, and they were 74.5% and 32.37% in
Bel-7402 cells transfected with Ad-IκBaM and
Ad-IκBa,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Arsenious acid has obvious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hepatocarcinoma, but it
promotes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at the same
time. Recombinant adenovirus Ad-IκBaM can
inhibit NF-κB activation while increase the effect
of Arsenious acid effectively.
Key Words: Nuclear factor kappaB;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rsenious acid; Gene therapy; Recombinant adenovirus
Liu D, Liu BR, Hu LH, Du YJ, Pei FH, Lv ZW, Guan
JM. Therapeutic effect of arsenious acid combined
with recombinant adenovirus Ad-IκBaM on
hepatocellur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33):3169-3174

摘要
目的: 观察感染Ad-IκBaM对NF-κB激活的抑
制及对亚砷酸诱导肝癌细胞凋亡的增强效应,
探讨亚砷酸对肝癌细胞的治疗作用.
方法: 选择人肝癌细胞系BEL-7402和SMMC7721, 以不同浓度亚砷酸处理. 制备重组腺病
毒Ad-IκBaM, 用来转染经和未经亚砷酸处理
的肝癌细胞. MTT和TUNEL方法观察各组细
胞生长及凋亡情况; 应用EMSA及Western blot
研究肝癌细胞核内NF-κB的激活情况和感染
Ad-IκBaM对NF-κB激活的抑制效果.

■背景资料

肝癌是消化系统
常见的恶性肿瘤,
大多数患者发现
时已是晚期或一
般状态差, 失去了
手术机会, 被称为
“癌中之王”. 选
择一种适合晚期
肝癌患者的治疗
方法, 提高化疗药
物的效果是临床
医生亟待解决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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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基因治疗是近年
来随着分子生物
学的发展而发展
起来的一种极具
前途的肿瘤治疗
方法. NF-κB是一
种重要的核转录
因子, 近年来受到
广泛关注, 其具有
重要的生物学功
能, 在多种肿瘤细
胞的抗凋亡机制
中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结果: MTT结果表明各浓度亚砷酸对肝癌细
胞的作用较正常肝细胞显著(P <0.01); Western
blot和EM S A结果提示亚砷酸可明显抑制肝
癌细胞生长, 使细胞内NF-κB系统活化; 感染
重组腺病毒A d-I κ B a M的肝癌细胞后, 亚砷
酸引起的N F-κ B的激活受到明显抑制. 亚砷
酸联合Ad-IκBaM或Ad-IκBa作用于肝癌细
胞SMMC-7721的凋亡指数分别为66.47%和
36.67%; 亚砷酸联合Ad-IκBaM或Ad-IκBa
作用于肝癌细胞Bel-7402的凋亡指数分别为
74.5%和32.37%.
结论: 亚砷酸对肝癌细胞有明显的杀灭作用,
同时激活了肝癌细胞内的NF-κB; 应用重组腺
病毒Ad-IκBaM可以有效抑制NF-κB的激活,
并可明显增强亚砷酸对肝癌细胞的作用.
关键词: 核转录因子kB; 肝癌; 亚砷酸; 基因治疗;
重组腺病毒
刘丹, 刘冰熔, 胡丽红, 杜雅菊, 裴凤华, 吕志武, 关景明. 亚砷酸

2006年11月28日

第14卷

第33期

清(Gibco公司产品); MTT试剂(上海华舜生物公
司); TUNEL反应试剂盒(Roche公司); 核蛋白提
取蛋白酶抑制剂及EMSA试剂盒(Promega), ECL
试剂盒(Pharmacia); g-32P-ATP(Perkin Elmer).
1.2 方法
1.2.1 重组腺病毒Ad-IκBaM和Ad-IκBa的扩增
将1 mL病毒原液加无血清培养基4-5 mL加入含
有5×106个293细胞的25 cm培养瓶中, 于37℃,
50 mL/L CO2孵育4-6 h, 弃掉培养液; 加入新鲜
含20 mL/L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基3 mL, 于
37℃, 50 mL/L CO2培养, 感染不同时间后在荧光
显微镜下观察GFP表达情况; 待有大量细胞表达
GFP且有部分细胞漂浮时(约5-10 d), 将293细胞
用细胞刮子刮下, 加DMEM 2 mL, 800 r/min离心
5 min弃上清, 用1 mL冷PBS重悬, 收集细胞于
EP管中-20℃保存; 将收集的293细胞以反复冻
融法(将细胞和上清液收集到塑料离心管中, 密
封后放置液氮中10 s, 在室温下缓慢解冻并震荡,

联合重组腺病毒Ad-IκBαM对肝细胞癌的治疗作用. 世界华人

反复5次, 离心, 取上清)提取病毒液.

消化杂志 2006;14(33):3169-3174

1.2.2 重组腺病毒Ad-IκBaM和Ad-IκBa的病毒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3169.asp

滴度测定 将293细胞以4×10 5/孔培养于6孔板
中; 取待测的病毒液0.2 mL加入装有1.8 mL PBS

0 引言

的EP管中, 混匀后一次做10倍比稀释至第6管;

亚砷酸最初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 LP)

取每一稀释度病毒液400 mL稀释液加至293细胞

的治疗, 取得了极高的临床缓解率, 得到全世界

培养板(6孔板)中, 37℃, 于50 mL/L CO2孵箱中

的普遍认可. 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尝试将砷剂用

吸附4-6 h; 换新鲜培养基, 继续培养18-36 h于荧

于肝癌的治疗, 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4]. 核转

光显微镜下计数GFP阳性细胞数; 选择70%-80%

录因子NF-κB[5-7]是调节细胞基因转录的关键因

细胞被感染的孔内细胞, 按下列公式计算病毒

子, 参与多种凋亡相关基因转录, 在肿瘤的发生

滴度. 病毒滴度(PFU/mL) = GFP阳性细胞数×

和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研究观察了亚

病毒上清稀释倍数/0.4 mL.

砷酸对肝癌细胞的作用以及肝癌细胞核内转录

1.2.3 病毒感染效率测定 将肝癌细胞系

因子NF-κB的激活情况; 联合应用NF-κB的超抑

SMMC-7721, BEL-7402以105/孔接种六孔培养

制物Ad-IκBaM, 观察其对NF-κB的激活的抑制

板中, 待24 h后感染病毒; Ad-IκBaM以25, 50,

作用及对亚砷酸疗效的增强效果, 探索药物联

100, 200 MOI(病毒感染单位)感染2种肝癌细胞;

合基因治疗肝癌的新途径.

按以下公式计算加入病毒体积, 吸附1 h后追加
培养基, 48 h后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计数所有发

1 材料和方法

绿光细胞, 同时计数该视野所有细胞数. V (加入

1.1 材料 肝癌细胞系BEL-7402和SMMC-7721,

病毒体积) = MOI×接种细胞数/(pfu/mL).

正常肝细胞系H L-7702, 均购自中科院上海细

1.2.4 不同浓度亚砷酸对肝癌细胞的抑制率 血

胞所细胞库; 人胚肾细胞293细胞由重庆医科

球计数板计数后将细胞密度调整为4-5×107/L.

大学肝病研究所惠赠; 第32和36位丝氨酸位点

96孔板每孔加细胞悬液100 μL, 培养液100 μL,

诱变为丙氨酸的中国人I κ B a M重组腺病毒和

调零孔加200 μL培养基. 细胞贴壁后按预定计

未突变的对照腺病毒重组体Ad-IκBa为刘冰熔

划分别加入不同浓度的化疗药. 于24, 48, 72 h,

[8-9]

; 亚砷酸注射液(哈尔滨伊达药业有

各取一块96孔板, 除调零孔外, 每孔小心吸弃培

限公司), 使用时用RPMI 1640配制成所需浓度;

养基110 μL后, 加入新鲜配制的浓度为5 g/L的

RPMI 1640培养液、HDMEM培养液及胎牛血

MTT 10 μL. 继续培养3 h后取出培养皿, 每孔

博士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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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

30 min后取出, 用酶联仪于570 nm测定吸光度值

80

(A ). 结果用多因素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抑
制率(%) = (1-加药孔平均A 值/对照孔平均A 值)
×100%.

细胞抑制率(％)

加DMSO 100 μL, 轻轻晃摇5 min后放入培养箱

0.5 μmol/L
4 μmol/L

60
40
20
24

48

B 100

24 h后加入2 mmol/L亚砷酸, 继续培养24 h后收

80

砷酸, 继续培养24 h.
各组细胞的核蛋白, Bradford方法测定蛋白浓
度. SDS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PAGE胶电泳, 每
孔加入蛋白30 mg与6×加样缓冲液混均, 加热
煮沸5 min; 立即放于冰上, 待完全冷却后, 加
样. 电泳时用200 V恒定电压, 泳动1 h左右. 转

0.5 μmol/L
4 μmol/L

1 μmol/L
8 μmol/L

2 μmol/L

60
40
20
0

方法提取

24

C 100
细胞抑制率(％)

1.2.6 Western blot法 按照Sasaki et al

[10]

细胞抑制率(％)

治疗组以两种肝癌细胞感染腺病毒Ad-IkBaM,

72

t /h

SMMC-7721以及HL-7702三种细胞为空白对照,

癌细胞感染Ad-IkBa, 24 h后加入2 mmol/L的亚

2 μmol/L

0

1.2.5 实验分组及处理 以常规培养的BEL-7402,

取细胞进行进一步实验; 治疗对照组为两种肝

1 μmol/L
8 μmol/L

48

0.5 μmol/L
4 μmol/L

80

72

t /h
1 μmol/L
8 μmol/L

2 μmol/L

60
40
20
0

膜: 剪切与凝胶大小一致的12张Whatman 3 mm

24

48

t /h

72

滤纸和1张PVDF膜, 作好标记后, 将其浸泡于甲
醇中3 s, 待完全湿透后, 浸于转移缓冲液中30
min; 然后, 按“三明治”法将其安放于电转移

图 1 不同浓度的亚砷酸对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 A:
SMMC-7721; B: Bel-7402; C: HL-7702.

器中, 加入适量转移缓冲液, 30 V, 转移3 h. 封闭:
将PVDF膜放入含50 g/L脱脂奶粉的TBS-T液中,

观察, 至GFP完全淬灭. 30 g/L过氧化氢室温作

室温下震荡封闭1 h. 杂交: 用TBS-T液漂洗膜3

用10 min, PBS冲洗3次, 5 min/次; 1 mL/L Triton

次, 5 min/次, 加入1∶500稀释的一抗, 室温下杂

X-100冰上作用2 min, PBS冲洗3次, 5 min/次; 每

交2 h; TBS-T液洗膜3次, 5 min/次, 加入1∶500

片加入TUNEL反应混合液, 避光37℃作用1 h;

稀释的HRP标记的二抗, 室温下杂交1 h, 再用

PBS冲洗3次, 5 min/次后,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计

TBS-T液洗膜3次. 化学发光自显影: 将杂交后的

数并照相.

膜放于一个干净的器皿中. 将ECL的A, B液以1∶
1比例混合并加到膜面上, 暗处反应1 min, 用保

2 结果

鲜膜包好, 放入暗盒中, 在暗室中压片、发光自

2.1 腺病毒滴度及感染效率测定 A d-I k B a和

显影2-5 min、洗片.

Ad-IkBaM经293细胞扩增滴度分别为8.3×10
经293细胞扩增滴度分别为8.3×1012

1.2.7 凝胶迁移率分析法(EMSA)检测细胞核内

pfu/L和8.5×1012 pfu/L. 25, 50, 100, 200 MOI对

NF-kB的活性 按照Promega公司Gel Shift Assay

SMMC-7721的感染效率分别为: 11%, 46%, 95%

32

Systems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g- P标记NF-kB寡

和90%; 25, 50, 100, 200 MOI对Bel-7402的感

核苷酸探针, 配制60 g/L聚丙稀酰胺凝胶, 胞核

染效率分别为: 6%, 30%, 74%和95%. 选择100

提取物和NF-kB寡核苷酸探针结合反应37℃水

MOI为Ad-I
Ad-IkBaM对SMMC-7721的感染剂量;

浴中反应45 min, 1×TBE中, 4℃ 250 V电泳, 直

200 MOI为Ad-IkBaM对BEL-7402的感染剂量..

到溴酚兰距凝胶底部约1/2; 600 mL/L冰醋酸溶

2.2 MTT检测抑制率 不同浓度的亚砷酸(0.5, 1,

液浸泡15 min取出凝胶并吸干残余水分, 用保鲜

2, 4, 8 mmol/L)处理细胞Bel-7402, SMMC-7721,

膜覆盖; 将凝胶放入装有X光片的暗盒中, 保鲜

HL-7702, 于24, 48, 72 h观察亚砷酸对肝癌细胞

膜面朝向X光片, 于-30℃放射自显影24-48 h.

生长的抑制情况. 亚砷酸可以抑制肝癌细胞及

1.2.8 原位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标记法

正常肝细胞增殖, 随着作用时间的延长, 抑制作

(T U N E L)检测凋亡 将细胞进行冷丙酮固定

用逐渐增强, 呈时间依赖性; 各浓度亚砷酸对肝

30 min, 于紫外灯下照射10 min, 荧光显微镜下

癌细胞的作用较正常肝细胞显著(P <0.01), 表明

www.wjgnet.com

■相关报道

国内外均有关于
NF-κB相关报道,
探讨其在炎症、
免疫、细胞增殖
等多种生理、病
理过程的基因调
控, 并把NF-κB抑
制剂应用于基础
及临床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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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研究方法和
技术具有一定创
新性, 实验对照的
设计合理可靠, 统
计学处理方法的
使用恰当, 文章的
科学性、创新性
和可读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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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

B
图 2 Western blot法检测细胞核内NF-kB表达情况. A:
BEL-7402细胞; 1: HL-7702; 2: BEL-7402; 3: 亚砷酸+AdIkBa; 4: 亚砷酸+Ad-IkBaM; B: SMMC-7721细胞; 1:
SMMC-7721; 2: 亚砷酸+Ad-IkBa; 3: 亚砷酸+Ad-IkBaM.

A

B

1

1

2

2

3

图 3 两种细胞
细胞核内NF-kB
表达(EMSA). A:
SMMC-7721细胞;
B: BEL-7402细胞;
1: 细胞+亚砷酸; 2:
感染Ad-IkBa的细
胞+亚砷酸; 3: 感染
Ad-IkBaM的细胞
+亚砷酸.

C

3

D

亚砷酸的作用有选择性, 对肝癌细胞的作用强
于正常细胞. 选择对肝癌细胞抑制率没有明显
差别的最小亚砷酸浓度为以下实验的浓度, 即
2 mmol/L(图1).

图 4 TUNEL法检测细胞凋亡的结果. A, B: SMMC-7721细
胞; C, D: BEL-7402细胞; A, C: 亚砷酸+Ad-IkBa; B, D: 亚
砷酸+Ad-IkBaM.

2.3. Western blot免疫印记杂交结果 正常肝细胞
HL-7702细胞核内几乎没有NF-kB表达; 肿瘤细

Bel-7402在三氧化二砷的作用下有NF-kB的表

胞系BEL-7402, SMMC-7721仅有NF-kB的低水

达, 感染了重组腺病毒Ad-IkBa的两种细胞, 其

平表达. 感染重组腺病毒Ad-IkBa的细胞经化疗

NF-kB的表达无明显变化. 但感染了重组腺病毒

药物作用后其N F-k B的表达量显著增加; 而感

Ad-IkBaM的两种细胞NF-kB的表达被明显抑制

染Ad-IkBaM后再给予表阿霉素、丝裂霉素处

(图3).

理后可见NF-kB表达量较Ad-IkBa组明显减低

2.5 TUNEL法检测凋亡 以有荧光者为阳性, 选

(图2).

择细胞分布均匀, 背景清晰的区域, 在高倍镜下

2.4 EMSA的检测结果 肝癌细胞SMMC-7721和

计数同一视野细胞总数, 计算荧光细胞所占百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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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为凋亡率(AI). 亚砷酸联合Ad-IkBaM或Ad-

后出现肝癌细胞内NF-kB系统活化. 提示肝癌细

IkBa作用于肝癌细胞SMMC-7721的凋亡指数

胞可能通过NF-kB系统活化使亚砷酸诱导的肿

分别为66.47%和36.67%; 亚砷酸联合Ad-IkBaM

瘤细胞凋亡机制受阻, 从而影响了亚砷酸治疗

或Ad-IkBa作用于肝癌细胞Bel-7402的凋亡指数

实体肿瘤的效果. 为了提高亚砷酸对肝癌的治

分别为74.5%和32.37%(图4).

疗效果, 我们进一步联合应用NF-kB超抑制物重
组腺病毒Ad-IkBaM, 观察到肝癌细胞内NF-kB

3 讨论

激活被明显抑制, 观察到联合应用凋亡细胞明

低剂量的砷剂作为药物使用在传统中医中药已

显增多. 本研究结果提示, 化学治疗联合基因治

有近千年的历史, Science著文称“这是继全反

疗可提高化疗抗肿瘤的治疗效果. 这一治疗模

式维甲酸(ATRA)之后又一令人震惊的发现”

[11]

.

式有希望成为极有发展前途的治疗方式.

几十年来, 亚砷酸在A P L的治疗中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 初发的A P L患者仅仅依靠单一用药即
可取得70%-90%的完全缓解率, 同时只引起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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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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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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immune tolerance
induced by adoptive transfer of bone marrowderived dendritic cells (DCs) in mice with
type 1 diabetes, and to explore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Bone marrow cells from BALB/c
mice were used to generate DCs by in vitro coculturing with cytokines. After identifying the
purity of DCs, We injected the cells into BALB/c
mice intraperitoneally. The mouse model of type
1 diabetes was established by injecting low dose
of streptozotocin (STZ) for 5 consecutive days.
The blood glucose was examined once a week.
www.wjgnet.com

At the end of the 4 th week, all the mice were
killed and splenic lymphocytes were collected.
After in vitro cultur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lymphocytes was detected by MTT assay, and the
proportion of CD4+CD25+T cells was analyzed
by fluorescence activated cell sorter (FACS). The
serum levels of cytokines IL-2 and IL-4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RESULTS: The level of blood glucose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adoptive transfer
of DCs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in the model
controls (8.32 ± 1.05 mmol/L vs 18.36 ± 1.55
mmol/L, P < 0.01). In vitro, the proliferation of
splenic lymphocytes was inhibited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model controls (0.264 ± 0.019 vs
0.489 ± 0.012, P < 0.05)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CD4+CD25+ T cells was enhanced to 5.28% (1.56%
in the model controls). Adoptive transfer of DCs
effectively suppressed the secretion of IL-2 (121
± 19 ng/L vs 195 ± 32 ng/L, P < 0.05) while elevated the content of IL-4 (187 ± 36 ng/L vs 76 ±
30 ng/L, P < 0.01).
CONCLUSION: Adoptive transfer of bone
marrow-derived DCs can induce the immune
tolerance to type 1 diabetes in mice, and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with the production
of CD4+CD25+ T cells and balance between Th1
and Th2 cytokines.
Key Words: Dendritic cells; Type 1 diabetes; Immune tolerance; Regulatory T cells
Zhang CL, Xiang M, Zou XL, Peng JB. Immune tolerance
and its mechanism induced by adoptive transfer of bone
marrow-derived dendritic cells in mice with insulindependent diabetes mellitu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33):3175-3179

摘要
目的: 探讨髓源性树突状细胞(DC)过继转移
诱导1型糖尿病(IDDM)小鼠免疫耐受的作用
及其机制.

■背景资料

1型糖尿病是器官
特异性自身免疫
病, 自身耐受的破
坏是发病的重要
环节. 因此, 重建
机体免疫耐受是
防治1型糖尿病的
关键. 树突状细胞
在自身免疫耐受
的诱导中扮有重
要角色, 近年来利
用该细胞的过继
转移在防治自身
免疫性脑脊髓炎
和关节炎中取得
了一定成果, 而对
于树突状细胞对1
型糖尿病的作用
有待深入研究.

3176
■研发前沿

利用树突状细胞
建立免疫耐受而
防治自身免疫性
疾患是当前的研
究热点. 树突状细
胞在体内多个组
织均有分布, 各种
来源的树突状细
胞在诱导耐受中
所发挥的作用有
所不同. 树突状细
胞免疫生物学与
自身免疫性疾病
模型的关系及在
防治自身免疫病
中的作用正处于
广泛而深入的研
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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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体外培养BALB/c小鼠骨髓来源DC, 测
定纯度, 经ip小鼠体内. 随后, 采用少量多次
链脲佐菌素(STZ)ip的方法建立IDDM小鼠模
型. 每周测定血糖, 第4周时处死动物, 分离脾
脏淋巴细胞并进行体外培养, MTT法测定小
鼠脾淋巴细胞增殖反应, 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CD4+CD25+调节性T细胞. ELISA法测定血清
IL-2, IL-4含量.
+

结果: 过继转移表达C D11c 的D C 4 w k后,
小鼠的血糖可明显降低, 与模型对照组有
极显著差异(8.32±1.05 mmol/L vs 18.36±
1.55 mmol/L, P <0.01). 与模型对照相比, 过
继转移D C可使小鼠脾淋巴细胞增殖能力降
低(0.264±0.019 vs 0.489±0.012, P <0.05), 流
式细胞术测定结果显示C D4 +C D25 +T细胞亚
群比例上升到5.28%, 而模型对照组仅1.56%.
DC过继可有效抑制IL-2分泌(121±19 ng/L vs
195±32 ng/L, P <0.05), 而提高IL-4含量(187±
36 ng/L vs 76±30 ng/L, P <0.01).
结论: 过继转移髓源性D C可以诱导免疫耐
受防止I D D M的发生, 其机制与促进体内
CD4+CD25+T细胞亚群产生, 重建Th1/Th2细
胞因子平衡相关.
关键词: 树突状细胞; 1型糖尿病; 免疫耐受; 调节性
T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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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脏的DCs则无效. 本研究拟通过分离小鼠髓源
性DCs, 过继转移至Balb/c小鼠体内观察其诱导
免疫耐受的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BALB/c小鼠, 平均体质量22 g, 由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链
脲佐菌素(STZ)、刀豆蛋白ConA购自Sigma公
司; Ficoll-Paque细胞分层液购自Amersham公司;
MTT购自Amresco公司; RPMI1640培养基购自
Gibco公司; FITC标记抗小鼠CD4、PE标记抗
小鼠CD25购自eBioscience公司; 小鼠GM-CSF、
小鼠I L-2, I L-4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购自R&D
system; FITC-标记抗小鼠CD11c购于BD公司. 金
鹊牌血糖测定仪(上海新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MK3酶联免疫检测仪(芬兰Thermo公司); ELX一
800型流式细胞仪(美国BD公司).
1.2 方法
1.2.1 骨髓来源DCs的体外诱导与纯度鉴定 无菌
条件下取BALB/c小鼠双侧股骨和胫骨, 剪开骨
两端, 用注射器抽取PBS缓冲液, 冲洗收集小鼠
骨髓细胞混合液. 离心弃上清, 用Ficoll-Paque淋
巴细胞分离液 (按与样本体积1∶1混合)梯度离
心2000 r/min, 15-20 min. 吸取中间白细胞层, PBS
液洗2次, 以RPMI1640(含100 mL/L胎牛血清)液
制备成细胞悬液,调整细胞浓度为2×1010/L, 置

张程亮, 向明, 邹晓蕾, 彭佳蓓. 髓源性树突状细胞过继转移
诱导1型糖尿病小鼠免疫耐受及其机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于6 cm培养皿中, 贴壁4 h后去除悬浮细胞, 加

2006;14(33):3175-3179

入含小鼠GM-CSF(20 μg/L)的完全培养基, 置于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3175.asp

37℃, 50 mL/L CO2条件下培养, 隔天半量换液,
补加细胞因子. 将培养7 d后收集的小鼠骨髓来

0 引言

源的DCs用PBS洗2遍, 取2×106个细胞悬浮于含

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 DCs)是已知机体内

50 mL/L胎牛血清的PBS液中, 加入FITC-标记抗

最重要的抗原提呈细胞(A P C), 在体内可诱导

小鼠CD11c mAb, 混匀后4℃避光放置30 min. 再

强烈的免疫反应, 同时在自身免疫耐受的维持

用PBS洗2遍, 细胞悬浮于0.4 mL PBS中, 用流式

中也扮有重要角色. 近来的研究显示, 体外培养

细胞仪进行检测.

DCs可作为诱导免疫耐受的工具, 在各种自身免

1.2.2 DCs过继转移及糖尿病发病检测 24只8 wk

[1]

疫性疾病的调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已有报

龄BALB/c小鼠, 随机分为3组: 空白对照组、模

道认为, DCs的过继转移可以减少自身免疫性疾

型对照组和DCs过继组, 每组8只. DCs处理组小

病如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和胶原诱导的

鼠ip给以上述DCs, 剂量为3×105个/只, 模型组小

关节炎的发病率[2]. 1型糖尿病(IDDM)是由自身

鼠给以200 μL生理盐水. 按照文献[5]方法, 除空

反应性T淋巴细胞介导的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

白对照组外, 各组小鼠每日ip 40 mg/kg的链脲佐

性疾病, 自身免疫耐受的破坏和胰岛β细胞的特

菌素, 连续5 d, 建立IDDM模型. 各组小鼠每日称

异性免疫损伤是其发病的重要环节 . 基于DCs

质量, 每周测定血糖值, 以血糖值≥16.7 mmol/L

的免疫调节特性, Clare-Salzler et al 通过分离胰

诊断为糖尿病. 造模4 wk后, 实验动物摘眼球取

腺淋巴结的DCs过继至未发病的NOD小鼠体内

血, 分离血清, 采用酶联免疫分析法(ELISA)测定

能够延缓糖尿病的发病, 而来自其他淋巴结和

血清中IL-2和IL-4含量, 操作步骤按试剂盒说明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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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过继后IDDM小鼠脾脏CD4+CD25+ T细胞亚群比例的变化. A: 空白对照组; B: 模型对照组; C: DCs处理组.

图 1

表 1

DCs过继对IDDM模型小鼠血糖的影响. (mean±SD, mmol/L, n = 8)

分组

1 wk

2 wk

3 wk

4 wk

空白对照

5.72±1.24

6.27±0.92

5.87±1.65

7.02±1.35

模型对照

14.40±1.57

15.04±2.06

15.34±1.48

18.36±1.55

DCs处理

7.56±1.08a

7.06±1.30b

8.18±0.85b

8.32±1.05b

a

P <0.05, bP <0.01 vs 模型对照组.

表 2 DCs过继对血清IL-2, IL-4的影响. (mean±SD,
ng/L, n = 8)

进行. 脱颈臼法处死各组小鼠, 无菌取小鼠脾细
胞, 制备单个脾细胞悬液. 采用台盼蓝计数后, 将
2×106细胞接种于96孔板内, 同时加入总浓度为

分组

5 mg/L的ConA, 37℃, 50 mL/L CO2孵育72 h后,

空白对照

104±25

每孔加入MTT(5 g/L)溶液20 μL, 继续培养4 h, 加

模型对照

195±32

76±30

DCs处理

121±19a

187±36b

入DMSO 150 μL, 充分振荡后在570 nm的波长
下采用酶标仪测定A 值. 取上述脾细胞悬液, 调
整细胞浓度为1×1010/L, 于200 μL细胞悬液中

IL-2

IL-4
119±29

a

P <0.05, bP <0.01 vs 模型对照组.

分别加入FITC标记抗小鼠CD4和PE标记抗小鼠

行性升高的IDDM模型. 模型建立1 wk后小鼠出

CD25 mAb或相关阴性对照, 4℃孵育30 min后,

现多饮、多尿及体重减轻的典型糖尿病症状.

以PBS离心洗2次, 重新悬于0.4 mL的PBS液后流

与正常小鼠小鼠相比, 模型组小鼠血糖值显著

式细胞仪检测.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以mean±SD表示, 实
验数据以组间t 检验处理.

升高(P <0.01). DCs过继转移可明显预防糖尿病
的发生, 血糖值与模型组相比, 具有极显著性差
异(P <0.01, 表1).
2.3 淋巴细胞增殖实验 小鼠脾淋巴细胞在体外

2 结果

经ConA刺激后增殖, 采用MTT法在570 nm的波

2.1 体外培养DCs的形态及纯度分析 光镜下观

长下测定A 值, 空白对照组为0.315±0.028. 与模

察可见, 小鼠骨髓细胞在细胞因子GM-CSF存在

型对照组(0.489±0.012)相比, DCs处理组脾淋巴

的条件下培养从第2天开始可见部分细胞形状
2天开始可见部分细胞形状
天开始可见部分细胞形状

细胞增殖能力显著降低(0.264±0.019), 差异有

不规则且有短的毛刺状突起, 随培养时间的延

显著性(P <0.05).

长, 绝大部分细胞体积增大, 毛刺状突起拉长,

2.4 CD4 +CD25 +调节性T细胞亚群分析 经流式

为典型树突状细胞形态特征. 经流式细胞仪测

细胞仪测定, 模型对照组小鼠脾脏CD4 +CD25 +

定, 培养7 d的DCs高水平表达相对特异性标志

T细胞比例仅1.56%, 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小鼠

CD11c, 纯度达到86.33%.

的5.09%. 而经DCs处理组CD4+CD25+T细胞比

2.2 DCs过继转移对IDDM模型小鼠发病的影响

例恢复到5.28%(图1, 其中每图右上象限表示

BALB/c小鼠经少量多次ip STZ后可建立血糖进

CD4+CD25+ T细胞亚群).

www.wjgnet.com

■创新盘点

本研究从小鼠骨
髓细胞前体诱导
树突状细胞, 将其
过继转移至STZ诱
导的IDDM模型体
内, 成功建立了免
疫耐受. 目前, 在
国内尚无相关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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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研究利用髓源
性树突状细胞建
立免疫耐受防治1
型糖尿病, 为树突
状细胞在自身免
疫性疾患尤其是1
型糖尿病中的应
用提供了理论基
础, 对于1型糖尿
病免疫平衡的重
建有一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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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D C s过继对血清细胞因子I L-2, I L-4的影

源性DCs过继转移后, 小鼠并未发生明显的糖尿

响 经ELISA测定, 结果表明, 糖尿病小鼠IL-2

病, 血糖值显著低于模型对照组(P <0.01), 提示

水平显著升高, 而IL-4含量明显下降. 与模型对

通过体外过继髓源性DCs可以有效防止IDDM

照组相比, D C s过继转移可有效降低I L-2水平

的发生. CD4+CD25+T细胞在维持自身免疫耐受

(P <0.05)并促进IL-4的分泌(P <0.01)(表2).

中起重要作用 [15]. 其功能是通过抑制自身反应
性T细胞活化, 从而抑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

3 讨论

生, 因此属于调节性T细胞, 他所参与的免疫调

I D D M为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在其发

节是个体维持免疫自稳的重要调节机制之一.

病中有许多免疫细胞参与, 其中自身反应性T淋

已证实的多种预防和治疗IDDM的途径, 其保护

巴细胞起主要作用. S T Z是从无色链霉菌属分

机制与体内不同类型的调节性T细胞相关联[16].

离出来的一种广谱抗生素, 具有选择性β细胞毒

本研究发现, 糖尿病模型小鼠脾脏CD4+CD25+T

性. 目前较多采用的是少量多次STZ法, 可诱导

细胞仅1.43%, 而正常小鼠为5.09%, 因此调节性

[6-8]

. 大量证据

T细胞数量的减少可能是IDDM发病中的一个重

表明, 该模型具备T细胞依赖性特征, 自身免疫

要机制. 当过继转移髓源性DCs给IDDM小鼠后,

性细胞因子如IL-2, IFN-γ和TNF等在发病中发

小鼠脾脏CD4+CD25+T细胞可增加到5.28%, 提

挥了重要作用, 从而导致胰岛炎和β细胞的进行

示DCs过继转移可通过促进体内CD4+CD25+T细

性破坏, 引起血糖升高. 目前, 这一模型已被广

胞的产生达到诱导小鼠免疫耐受的目的. IDDM

泛应用于自身免疫性糖尿病的研究. 由于自身

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及N O D小鼠的脾淋巴

免疫反应的增强是IDDM发病中的主要因素, 因

细胞, 其增殖率明显高于正常人和正常小鼠[17].

此, 重建机体对自身抗原的免疫耐受是1型糖尿

在STZ所致糖尿病小鼠模型中也观察到相同的

病免疫治疗的关键. DCs是机体免疫系统最重要

结果(P >0.05). 在DCs过继转移诱导耐受的小鼠

的抗原提呈细胞, 在机体的自身免疫调节中也

中, C D4 +C D25 +调节性T细胞亚群比例的增加,

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最近还发现, DC能调节

这类调节性T细胞可以“主动”的方式对自身

和诱导调节性T细胞的发育, 从而影响中枢性和

反应性T细胞进行活化抑制, 因此脾淋巴细胞增

外周性免疫耐受, 因此成为近几年免疫学领域

殖能力明显下降. 在对血清细胞因子的测定实

类似于人类IDDM的实验动物模型

[9-10]

. 已有报道认为, DCs的过继

验中发现, DCs过继可有效降低Th1型细胞因子

转移可以减少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实验性自身免

IL-2的含量, 促进Th2型细胞因子IL-4的分泌. 这

研究的热点之一

[11]

疫性脑脊髓炎和胶原诱导的关节炎的发病率 .

一免疫反应的偏离可有效预防小鼠糖尿病的发

Yarilin et al [12]的研究也发现, 体外经过处理的

生. CD4 +CD25 +T细胞可高表达IL-10和TGF-β

DCs过继转移可以有效缓解实验性自身免疫性

等抑制性细胞因子, 诱导CD4+T细胞由Th1型转

重症肌无力的症状. 因此, 通过深入研究DCs在

向Th2型, 从而保护胰岛免受自身反应性免疫攻

自身免疫病中的作用可望使该类疾病的预防和

击. 所以免疫耐受小鼠的这一免疫偏离状态可

治疗有新的突破. 基于此, 我们体外培养高纯度

能与CD4+CD25+T细胞比例的增加密切相关.

的髓源性DCs, 过继转移至IDDM小鼠模型内, 观

总之, 体外培养髓源性DCs过继转移可诱导

察其对糖尿病小鼠发病的作用, 通过测定调节

IDDM模型小鼠免疫耐受的产生, 其机制与促进

性T细胞亚群比例和体内细胞因子分泌水平, 探

体内CD4+CD25+调节性T细胞的产生, 纠正体内

讨其诱导免疫耐受的机制.

Th1/Th2型细胞因子失衡状态, 从而防止IDDM

按DCs的来源可将其分为髓系来源DCs及
淋巴系来源DCs. GM-CSF是髓系DCs前体的分

的发生有关. 基于D C s过继诱导免疫耐受的策
略, 可能成为预防IDDM的一条新思路.

化发育中最根本的细胞因子. 利用GM-CSF, 可
在体外从骨髓前体细胞中扩增大量DCs[13]. 由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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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评选揭晓
本刊讯 第五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评选日前揭晓, 周光召院士任主编的《科学通报》、韩启德院士任主编
的《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以及马连生任主编的《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等100种期刊入选“第
五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出版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 定期公布
《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收录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十余项科学计量指标, 目前该数据库共
收录中国科技核心期刊1652种. (记者 潘锋 2006-11-08)
www.wjgnet.com

■名词解释

1 树突状细胞: 已
知机体内最重要
的专职抗原提呈
细胞(APC), 在体
内数量较少, 在体
内可诱导强烈的
免疫反应, 同时在
自身免疫耐受的
维持中也发挥重
要作用.
2 免疫耐受: 指在
一定条件下, 机体
免疫系统接触某
种抗原后所产生
的对该抗原的特
异性弱应答或无
应答状态.

®

wcjd@wjgnet.com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年11月28日; 14(33): 3180-3183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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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对大鼠肝细胞转化生长因子β1表达的影响
李 侠, 詹 皓, 齐 颖, 王 琼, 赵安东, 王 喆, 笪冀平, 施新猷

■背景资料

临床上缺氧可以
引起多组织器官
的损伤和不同系
统的疾病, 而且缺
氧对机体的损伤
机制和防护措施
的研究在航空航
天医学领域亦具
有重要意义和实
用价值. 近年的研
究表明, 转化生
长 因 子 β 1在 脑 、
心、骨骼、周围
神经等器官组织
的缺血缺氧损伤
和修复中起重要
作用, 但关于缺氧
条件下肝组织中
该因子表达的变
化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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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noxia on the
expression of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1
(TGF-β1) in the rat liver.
METHODS: A total of 20 Sprague Dawley rat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rachea obstructive
method was employed to establish the animal
model of mild, moderate, and severe anoxia.
Live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15 and 60 min after
obstruction for the examination of TGF-β1 expression using immunohistochemical technique�.
RESULTS: TGF-β1 was not or lowly expressed
in normal rats (3.6 ± 1.9 and 3.6 ± 1.9, respectively at 15 and 60 min). The level of hepatic TGF-β1
expression was increased with prolonging of
anoxia time and enhancement of anoxia degree.
The expression of hepatic TGF-β1 at 15 and 60

min was 8.5 ± 2.0 and 15.2 ± 3.1 under mild anoxia, 18.4 ± 3.5 and 63.7 ± 3.8 under moderate
anoxia, and 68.9 ± 3.2 and 86.7 ± 3.6 under severe anoxia,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normal and anoxia rats (P <
0.05 or P < 0.01).
CONCLUSION: TGF-β1 expression is increas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noxia, which accelerates
the forma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and further contributes to the repair and regeneration of
liver cells.
Key Words: Anoxia;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Hepatic cell; Rat; Immunohisto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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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缺氧对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TGF-β1)在肝细胞表达的
影响.
方法: 选择SD大鼠20只, 采用气管阻塞的方
法建立轻、中、重度的缺氧模型, 15 min和
60 min采集肝脏标本, 用免疫组化技术SABC
法检测肝细胞转化生长因子β1表达的变化.
结果: 在正常肝脏中TGF-β1极少表达或无表
达(15和60 min分别为3.6±1.9, 3.6±1.9), 随着
缺氧时间的延长与缺氧程度的加重, 肝细胞
转化生长因子β1表达逐渐增加(轻度缺氧15和
60 min分别为8.5±2.0, 15.2±3.1; 中度缺氧
15和60 min分别为18.4±3.5, 63.7±3.8; 重度
缺氧15和60 min分别为68.9±3.2, 86.7±3.6).
结论: 大鼠缺氧条件下肝脏TGF-β1表达增加
可促进细胞外基质的合成, 有利于肝细胞的再
生与修复.
关键词: 缺氧; 转化生长因子β1; 肝细胞; 大鼠; 免疫
组化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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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鼠缺氧时肝细胞TGF-β 1蛋白表达的定性和定量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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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0 引言
众所周知, 临床上缺氧可以引起多组织器官的
损伤和不同系统的疾病; 而且缺氧对机体的损

定性

定量

15 min 60 min

15 min

60 min

正常

±

±

3.6±1.9

3.6±1.9

轻度缺氧

±

+

8.5±2.0

15.2±3.1d

中度缺氧

+

++

重度缺氧

++

+++

18.4±3.5a
68.9±3.2

bc

63.7±3.8ad
86.7±3.6bcd

伤机制和防护措施的研究在航空航天医学领域
亦具有重要意义和实用价值. 近年来的研究表
明, 转化生长因子β1在脑、心、骨骼、周围神经

a

P <0.05, bP <0.01 vs 正常和轻度缺氧组; cP <0.05 vs 中度缺氧
组; dP <0.01 vs 15 min.

等器官组织的缺血缺氧损伤和修复中起重要作
用 [1-5], 但关于缺氧条件下肝组织该因子表达的

为大于75%.

变化研究甚少. 为探讨缺氧对肝转化生长因子β1

统计学处理 用SPLM统计学软件包对数据

表达的影响, 本研究以SD大鼠为对象, 采取轻、

进行处理, 所有计量数据资料用mean±SD表示,

中、重度缺氧条件下的肝脏标本, 用免疫组化

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方法观察了肝细胞转化生长因子β 1在不同的缺
氧程度和缺氧时间表达水平的变化.

2 结果
典型肝细胞TGF-β1抗原蛋白表达为细胞核蓝色,

1 材料和方法

胞质着棕褐色. 各组间TGF-β1抗原蛋白表达水

1.1 材料 健康SD大鼠20只, 体质量120-140 g,

平有明显差异. 随着缺氧时间的延长和缺氧程

购自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TGF-β1鼠

度的加重, 各组肝细胞TGF-β1抗原蛋白表达逐

mAb与免疫组化SABC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

渐增强(表1, 图1).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大鼠随机分4组: 轻度缺氧
组、中度缺氧组、重度缺氧组及正常对照组.

3 讨论

大鼠ip苯巴比妥(40 mg/kg)麻醉后行气管插管,

转化生长因子是细胞产生和分化的多功能调节

气管阻塞1/2为轻度窒息缺氧, 气管阻塞2/3为中

因子, 具有调节细胞增殖, 分化及细胞外基质合

度窒息缺氧, 气管完全阻塞为重度窒息缺氧. 各

成代谢的作用[6-7]. TGF-β1主要由血小板、单核

组均取缺氧15 min和60 min时的肝组织, 用40 g/L

细胞、巨噬细胞、成纤维细胞、平滑肌细胞、

甲醛固定24 h, 然后用石蜡包埋固定, 做连续切

内皮细胞和淋巴细胞等合成, 其生理功能很多,

片5 mm, 脱蜡, 分别进行HE染色与免疫组化染

最早发现他能促进成纤维细胞的生长, 其后发

色. 切片用双盲法在显微镜下观察, 每张切片取

现在调节细胞周期、伤口愈合、血管形成、细

5个高倍视野(×400).

胞分化、胚胎形成、免疫调节、细胞凋亡等方

1.2 方法 石蜡切片, 脱水, 采用ABC法, 按照试剂

面都有作用. 迄今的研究表明, TGF-β1参与肝损

盒说明进行, 检测正常与实验组TGF-β1抗原蛋

伤有关的一些临床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8-10]. 在

白, 切片经过DAB染色, 染色过程中设阳性和阴

肝脏中, TGF-β1是最主要的成份, 他主要由肝脏

性对照. 细胞核为蓝色, 胞质内着棕褐色为阳性

的贮脂细胞/肌成纤维细胞、枯否细胞及内皮细

细胞, 阴性(-)为细胞内未见棕褐色颗粒, 弱阳性

胞等合成. 枯否细胞、成纤维细胞和血小板合

(±)为细胞内棕褐色颗粒极少表达, 轻度阳性(+)

成的TGTβ 78%-98%是无活性的, 需经内皮细胞

为细胞内棕褐色颗粒局灶性弱表达, 中度阳性

通过纤维蛋白溶酶的作用, 将其结构中的LAP裂

(++)为较大片肝细胞内着棕褐色颗粒或小局灶

解, 使其转化为有活性的TGF-β1, 后者能与其相

性着棕褐色颗粒的强表达, 强阳性(+++)为弥漫

应受体结合, 发挥生理功能. 国外研究较多的当

性肝细胞内着深棕褐色颗粒重度表达. 结果的

属TGF-β1对细胞外基质的合成及降解的影响[10].

定量判断是计数100个细胞, 轻度阳性为着色阳

肝脏受损后刺激单核巨噬细胞因子, 在经内皮

性细胞比例小于25%, 中度阳性为着色阳性细胞

细胞活化后, 以旁分泌和自分泌方式作用于贮

比例为25%-75%, 强阳性为着色阳性细胞比例

脂细胞及其激活后的成纤维细胞, 促进细胞 外

www.wjgnet.com

■相关报道

迄今的许多研究
表 明 , T G F - β 1在
肝硬化与肝癌中
与肝损伤有关国
外研究较多的当
属TGF-β 1 对细胞
外基质的合成及
降解的影响. 肝脏
受损后刺激单核
巨噬细胞因子, 在
经内皮细胞活化
后, 以旁分泌和自
分泌方式作用于
贮脂细胞增殖与
肌成增殖, 说明
TGF-β 1 与肝纤维
化的发生密切相
关. 另有研究表
明, 由于能够促进
细胞外基质合成,
TGF-β 1 在创伤修
复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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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探 讨 缺 氧 对
T G F - β 1在 肝 细
胞表达的影响,
TGF-β 1 参与大鼠
缺氧条件下肝脏
细胞的生理与病
理过程, 其表达增
加可促进细胞外
基质的合成, 有利
于肝细胞的再生
与修复. 本研究结
果有可能开辟缺
氧状态下保护与
治疗肝脏细胞损
失的科学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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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鼠肝脏TGF-β1表达(SABC×400). A: 轻度缺氧组15 min; B: 轻度缺氧组60 min; C: 中度缺氧组15 min; D: 中度缺氧组
60 min; E: 重度缺氧组15 min; F: 重度缺氧组60 min.

基质的合成, 促进贮脂细胞增殖与肌成纤维
增殖
关

[ 11 ]

[12-14]

, T G F - β 1与 肝 纤 维 化 的 发 生 密 切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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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内容重要
也比较新颖, 缺氧
对机体的损伤机
制和防护措施的
研究在临床医学
上与航空航天医
学领域亦具有重
要意义, 具有科学
性和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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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发夹状RNA对人肝癌细胞环氧合酶-2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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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环氧合酶-2在多
种肿瘤的发生、
发展和转移中起
重要作用. RNA干
扰是近年来出现
的一种基因沉默
技术, 能快速、高
效的阻滞肿瘤细
胞或组织中异常
或突变蛋白的表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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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construct the eu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s of short hairpin RNA (shRNA) specific
to human cyclooxygenase-2 (COX-2) gene
and observe their inhibitory effects on COX-2
expression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METHODS: Plasmids named WBH1 and WBH2,
containing the different sequences of human
COX-2 mRNA coding region, were constructed.
The expression of COX-2 was assay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24, 48,
72 and 96 h after HepG2 and Bel7402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liposomes�.
RESULTS: The transfection rates in HepG2
and Bel7402 cells were about 60% and 54% respectively. RT-PCR showed that the inhibition
efficiencies of the plasmid WBH1 were 18.5%,

88.6%, 52.8%, 42.4% in HepG2 cells and 9%,
45.1%, 70.1%, 56.3% in Bel7402 cells, respectively, 24, 48, 72 and 96 h after transfection (P < 0.01).
Western blot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hibition
efficiencies of the plasmid WBH1 were 10.3%,
80.5%, 45.3%, 39.0% in HepG2 cells and 8.3%,
40.2%, 66.4%, 35.6% in Bel7402 cells, respectively
(P < 0.01). The plasmid WBH2 had no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COX-2 expression (P > 0.05).
CONCLUSION: COX-2 expression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can be inhibited significantly by construction of eu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expressing the shRNA. The
maximal inhibition occurs at the 48th and 72th h
after transfection, respectively.
Key Words: Small hairpin RNA; Cyclooxygenase-2;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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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构建针对人环氧合酶-2(COX-2)基因编
码区的短发夹状RNA(shRNA)真核表达载体
质粒, 观察其在不同时间点对人不同肝癌细胞
株COX-2表达的影响.
方法: 以人COX-2 mRNA编码区作为RNA干
扰靶点, 构建shRNA真核表达载体质粒WBH1
和WBH2, 应用阳离子脂质体分别转染人肝癌
细胞株HepG2和Bel7402, 利用逆转录聚合酶
链反应和Western blot法分别观察两株细胞转
染后24, 48, 72,和96 h COX-2 mRNA和蛋白的
表达变化, 检测抑制效果.
结果: 质粒在HepG2细胞和Bel7402细胞中的
转染率分别约为60%和54%. WBH1导入细胞
24, 48, 72和96 h后, 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
测COX-2 mRNA表达抑制率, HepG2细胞分
别为18.5%, 88.6%, 52.8%和42.4%(P <0.01).
B e l7402细胞分别为9%, 45.1%, 70.1%和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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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P <0.01). Western blot法检测蛋白表
达抑制率, HepG2细胞分别为10.3%, 80.5%,
45.3%和39.0%(P <0.01); Bel7402细胞分别为
8.3%, 40.2%, 66.4%和35.6%(P <0.01). 质粒
WBH2对COX-2的表达无影响(P >0.05).
结论: 针对人COX-2的shRNA能高效特异的
抑制不同肝癌细胞株的COX-2表达. HepG2细
胞和Bel7402细胞分别以48 h和72 h抑制效果
最明显.

司. 人肝癌细胞株HepG2, Bel7402由消化内科实
验室提供, 细胞用含100 mL/L胎牛血清(FCS)的
RPMI 1640液, 置于37℃, 50 mL/L CO2孵育箱中
培养, 定期观察细胞生长情况, 每2-3 d消化传代
培养.
1.2 方法 根据shRNA设计原则构建质粒 [6]. 从
人C O X-2 m R N A编码区的起始密码(A U G)
下游寻找两条以“A A”二联序列开始, 设
计长度为21 nts的序列, 分别为5'-AAGTGCG
ATTGTACCCGGACA-3', 5'-AAGAACGTT

关键词: 短发夹状RNA; COX-2; 肝细胞癌

C G A C T G A A C T G T-3', 同时设计一条非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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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源基因的同源性. 按下列结构设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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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编码s h R N A序列的D N A单链: B a m HⅠ
+Sense+Loop+Antisense+终止信号+Sal Ⅰ+ Hin d

0 引言

Ⅲ, 黑色背景为L o o p环和终止信号, 两端框中

肝癌的发生和发展是多因素、多步骤的过程.

为限制性核酸内切酶Bam HⅠ和Hin dⅢ部分酶

环氧合酶-2(cyclooxygenase-2, COX-2)作为前

切残基. 设计的编码两条靶序列如下. 序列1:

列腺素生物合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限速酶, 在

5'-GATCCGTGCGATTGTACCCGGACATTCA

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中起重要作用 .

AGACGTGTCCGGGTACAATCGCACTTTTTT

研究表明COX-2在肝癌组织中呈高表达, 应用

GAATTCA-3'; 3'-GCACGCTAACATGGGCC

COX-2抑制剂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并诱导其凋

TGTAAGTTCTGCACAGGCCCATGTTAG

[1]

亡 . 作为特异性阻断基因表达的新方法, RNA

CGTGAAAAAACTTAAGTTCGA-5'. 序列2:

干扰(RNA interference, RNAi)是近年来出现的

5'-GATCCGAACGTTCGACTGAACTGTTTCA

一种基因沉默技术, 能快速、高效的阻滞肿瘤

AGACGACAGTTCAGTCGAACGTTCTTTTTT

细胞或组织中异常或突变蛋白的表达, 目前已

GAGCTCA-3'; 3'-GCTTGCAAGCTGACTTGAC

应用于基因功能、肿瘤及病毒性疾病等的研

AAAGTTCTGCTGTCAAGTCAGCTTGCAAG

究 [3-5]. 我们利用RNA干扰技术, 设计构建编码

AAAAAACTCGAGTTCGA-5'. 阴性对照序列:

[2]

人COX-2 mRNA的短发夹状双链RNA(small
hairpin RNA, shRNA)的质粒载体, 并转染人不

5'-GATCCGACTTCATAAGGCGCATGCTTCA
AGACGGCATGCGCCTTATGAAGTCTTTTTT

同肝癌细胞株, 观察其对COX-2表达的影响, 同

GTCGACA-3'; 3'-GCTGAAGTATTCCGCGTAC

时探讨利用RNA干扰技术作为肿瘤基因治疗的

GAAGTTCTGCCGTACGCGGAATACTTCAGA

一种方法.

AAAAACAGCTGTTCGA-5'. 合成上述设计的

1 材料和方法

的质粒pGenesil-1连接, 转化感受态细胞. 挑选

1.1 材料 pGenesil-1质粒、感受态大肠杆菌DH-

克隆扩增, 质粒提取, 限制性核酸内切酶Sal Ⅰ和

5α购自武汉晶赛生物工程技术公司, 限制性核

Pst Ⅰ做酶切鉴定, 对重组质粒测序(上海博亚),

酸内切酶Bam HⅠ, Hin d Ⅲ, Sal Ⅰ, Pst Ⅰ, T4多聚

验证序列的准确性. 序列1, 2分别将重组质粒命

核苷酸激酶和Ta q酶购自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

名为WBH1和WBH2, 阴性对照质粒命名为HK.

公司, T4 DNA连接酶购自New England Biolabs,

1.2.1 细胞转染 将HepG2细胞和Bel7402细胞在

凝胶回收试剂盒和小量质粒提取试剂盒购自宁

含有100 mL/L FCS的RPMI 1640培养液中连续

波中鼎公司, 寡核苷酸DNA单链由上海博亚生

培养. 转染前1 d将两株细胞分别接种于6孔培

双链DNA, 退火连接. 与Bam HⅠ和Hin d Ⅲ酶切

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阳离子脂质体jetPEI 购

养板, 每孔2×105个细胞, 过夜培养后将构建的

自Biontex公司, COX-2, actin羊抗人多克隆一

WBH1, WBH2和HK 3种质粒分别转染细胞, 操

抗和辣根酶标记兔抗山羊IgG购自Santa Cruz公

作按脂质体jetPEI TM转染手册进行. 取一试管加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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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目前研究较多的
COX-2抑制剂并
非真正意义的特
异性抑制, 其使用
安全性也有待进
一步的临床验证.
RNA干扰作为特
异性阻断基因表
达的新方法, 目前
已应用于基因功
能、肿瘤及病毒
性疾病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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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中呈高表达,
应用COX-2抑制
剂能抑制肿瘤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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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凋亡. 已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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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技术在抑制
COX-2表达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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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治疗手段相比,
RNA干扰技术对
其基因抑制作用
更强, 特异性更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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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质粒3 μg, 用100 μL 150 mmol/L NaCl混合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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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μL, 用100 μL

150 mmol/L NaCl混合稀释. 室温无菌条件下放
置5 min, 两试管液体混合后放置25 min, 在6孔
板中每孔加入量为200 μL混合液后培养4 h, 更

410 bp

换培养液继续培养. 实验以未转染细胞为空白

2000
1000
750
500
250
100

bp
bp
bp
bp
bp
bp

对照组, 细胞分4组: 空白对照组、WBH1转染
组、WBH2转染组、HK转染组. 每组设3复孔,
每个实验均重复3次. 转染后48 h, 荧光显微镜下
观察10个200倍视野下发绿色荧光的细胞占全
部细胞的百分比例即为细胞转染率.

图 1 重组质粒的酶切鉴定. 1: HK SalⅠ; 2: HK Pst Ⅰ; 3:
HK; 4: WBH2 Sal Ⅰ; 5: WBH2 Pst Ⅰ; 6: WBH2; 7: WBH1 Sal Ⅰ;
8: WBH1 Pst Ⅰ; 9: WBH1; M: DL2000 Marker.

1.2.2 COX-2 mRNA表达的测定 转染后24, 48,
72和96 h, 用TRIzol法分别提取各组细胞中总
RNA, RT-PCR法分别扩增COX-2 mRNA, COX-2
上游引物5'-TCAAGTCCCTGAGCATCTAC-3',
下游引物5'-CATTCCTACCACCAGCAACC-3'.
PCR法反应条件为94℃ 5 min, 94℃ 30 s, 55℃
30 s, 72℃ 45 s, 共35个循环, 循环结束后72℃
6 min延伸, 扩增片段长度为488 bp. β-actin为内
参照, β-actin上游引物为5'-GAAACTACCTTC
AACTCCATC-3', 下游引物为5'-CGAGGCCAG
GATGGAGCCGCC-3', PCR法反应条件为94℃
5 min, 94℃ 30 s, 48℃ 30 s, 72℃ 45 s, 共35个循
环, 循环结束后72℃ 6 min延伸, 扩增片段长度
为219 bp. 扩增产物用15 g/L琼脂糖凝胶电泳检

2 结果
我们共得到3个重组质粒, 编码两条靶序列的重
组质粒WBH1, WBH2及阴性对照质粒HK. 质粒
pGenesil-1能够被Pst Ⅰ所酶切, 而插入目的基因
片段之后, Pst Ⅰ酶切位点被取代, 不能被Pst Ⅰ所
酶切. pGenesil-1序列中无Sal Ⅰ的酶切位点, 在
插入的目的基因片段里, 我们设计了一个Sal Ⅰ
的酶切位点, 如若插入正确, 就能被Sal Ⅰ酶切
出一条约410 bp的条带, 重组shRNA表达质粒
WBH1, WBH2和HK均能被Sal Ⅰ酶切, 而不能
为Pst Ⅰ酶切, 即为插入正确的质粒(图1). 质粒
中含有编码绿色荧光蛋白的基因, 转染后48 h荧

测结果, 在凝胶成像系统中测出各条带面积灰

光显微镜下以10个200倍视野下有绿色荧光的

度值, 以各组COX-2与自身β-actin灰度值的比作

细胞占全部细胞的百分比计算转染率. HepG2

为各组细胞中COX-2 mRNA的相对含量.

细胞WBH1转染组、WBH2转染组和HK转染组

1.2.3 Western blot法对COX-2蛋白表达测定 转
染后24, 48, 72和96 h, 收集上述各组细胞, 消化
后加入预冷的细胞裂解液, 置冰上30 min, 4℃,
12 000 g 离心, 取上清液进行蛋白定量, 每组取
50 mg蛋白加热变性后, 100 g/L SDS-PAGE电泳

转染率分别为60.20%±1.95%, 60.30%±1.00%,
60.84%±0.05%(图2A-B). Bel7402细胞WBH1转
染组、W B H2转染组和H K转染组转染率分别
为54.19%±1.09%, 54.10%±0.83%, 54.21%±
0.78%(图2C-D). 两株细胞3组间转染率均无统计

分离, 转移至PVDF膜上, 含50 g/L脱脂奶粉的

学差异(P >0.05).

Tris盐溶液封闭2 h, 加入COX-2羊抗人多克隆一

2.1 shRNA对COX-2 mRNA表达的影响 如表

抗(1∶200), 4℃孵育过夜. 用含吐温-20的Tris盐

1所示, HepG2细胞WBH2转染组与HK转染组

溶液洗膜3次, 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兔抗

COX-2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607±0.054, 0.610

羊二抗(1∶2000), 室温下孵育1 h. 化学发光法

±0.041, 与空白对照组(0.614±0.048)比较无显

(ECL法)检测条带. actin作为内参. 计算机扫描图

著差异(P >0.05, 图3A). 转染后24, 48, 72, 96 h,

像, 测出各条带面积灰度值, 以各组COX-2与自

W B H1转染组C O X-2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500

身actin灰度值的比作为各组细胞中COX-2蛋白

±0.012, 0.070±0.023, 0.290±0.010, 0.354±

的相对含量.

0.018,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 <0.01, 图

统计学处理 PCR法及Western blot法所得相

3A). 24, 48, 72, 96 h抑制率分别为18.5%, 88.6%,

应的条带, 采用美国Biorad公司Quantity One 4.0

52.8%, 42.4%. 质粒WBH1对HepG2细胞COX-2

图像分析软件进行扫描分析, 采用SPSS 10.0统

mRNA的表达以48 h时间点的抑制率最高, 以后

计软件包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逐渐下降. Bel7402细胞WBH2转染组与HK转染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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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应用要点

本文设计构建
编码人COX-2
mRNA的短发夹
状双链RNA的质
粒载体, 并转染人
不同肝癌细胞株,
观察其对COX-2
表达的影响, 为进
一步研究COX-2
与肝癌的生物学
特性及肿瘤的基
因治疗提供了实
验依据.

图 2 人肝癌细胞的转染效率(×200). A: HepG2细胞转染后48 h, 荧光显微镜; B: HepG2细胞相同视野, 普通光线; C:
Bel7402细胞转染后48 h, 荧光显微镜; D: Bel7402细胞相同视野, 普通光线.

组COX-2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720±0.018, 0.723

A 1

2

3

4

M

5

6

7

±0.020, 与空白对照组(0.726±0.024)比较无显
著差异(P >0.05, 图3B). WBH1转染组COX-2相对
表达量分别为0.660±0.020, 0.398±0.014, 0.217

COX-2
(488 bp)

±0.031, 0.354±0.038,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有显
著差异(P <0.01, 图3B). 24, 48, 72, 96 h抑制率分
别为9.0%, 45.1%, 70.1%, 56.3%. 质粒WBH1对
Bel7402细胞COX-2 mRNA的表达以72 h时间点
的抑制率最高, 以后逐渐下降.

β-actin
(219 bp)

2.2 shRNA对COX-2蛋白表达的影响 COX-2在
SDS-PAGE凝胶电泳中表现为72 kDa和74 kDa两
条条带. 如表1所示, HepG2细胞WBH2转染组与

B 1

2

3

4

M

5

6

7

HK转染组COX-2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397
±0.011, 0.403±0.017, 与空白对照组(0.415±
0.023)相比无显著差异(P >0.05, 图4A). 转染后
24, 48, 72, 96 h, WBH1转染组COX-2蛋白相对

COX-2
(488 bp)

表达量分别为0.372±0.007, 0.081±0.015, 0.227
±0.017, 0.253±0.008,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有显
著差异(P <0.01, 图4A). 24, 48, 72, 96 h抑制率分
别为10.3%, 80.5%, 45.3%, 39.0%. Bel7402细胞
WBH2转染组与HK转染组COX-2蛋白相对表达

β-actin
(219 bp)

量分别为0.520±0.011, 0.523±0.006, 与空白对
照组(0.526±0.007)相比无显著差异(P >0.05, 图
4B). 转染后24, 48, 72, 96 h, WBH1转染组COX-2
蛋白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482±0.014, 0.316±
www.wjgnet.com

图 3 人肝癌细胞COX-2 mRNA的表达. A: HepG2; B:
Bel7402; 1: 24 h WBH1转染组; 2: 48 h WBH1转染组; 3:
72 h WBH1转染组; 4: 96 h WBH1转染组; 5: 48 h空白对照
组; 6: 48 h WBH2转染组; 7: 48 h HK转染组; M: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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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RNA干扰(RNAi):
是利用双链RNA
特异性介导其互
补同源mRNA序
列的降解的基因
沉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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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NA对HepG2和Bel7402细胞COX-2相对表达量的影响

指标
mRNA

细胞
HepG2

空白对照

HK

WBH2

WBH1
24 h

48 h

72 h

b

96 h

b

b

0.614±0.048 0.610±0.041 0.607±0.054 0.500±0.012 0.070±0.023 0.290±0.010 0.354±0.018b

Bel7402 0.726±0.024 0.723±0.020 0.720±0.018 0.660±0.020b 0.398±0.014b 0.217±0.031b 0.354±0.038b
蛋白

HepG2

0.415±0.023 0.403±0.017 0.397±0.011 0.372±0.007b 0.081±0.015b 0.227±0.017b 0.253±0.008b

Bel7402 0.526±0.007 0.523±0.006 0.520±0.011 0.482±0.014b 0.316±0.014b 0.176±0.014b 0.340±0.007b

b

P <0.01 vs 空白对照组.

0.014, 0.176±0.014, 0.340±0.007, 与空白对照

A 1

2

3

4

5

6

7

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 <0.01, 图4B). 24, 48, 72,

COX-2

96 h抑制率分别为8.3%, 40.2%, 66.4%, 35.6%.
actin

3 讨论
环氧合酶是催化花生四烯酸形成前列腺素的关
键酶, 其包括COX-1和COX-2两种亚型. COX-2
是一种可诱导型酶, 不仅能启动炎症反应, 而且

B 1

2

3

4

5

6

7
COX-2

通过调节细胞增殖、抑制凋亡、促进新生血管
形成等机制参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7-8]. 研
究显示, COX-2的表达水平在高分化肝癌组织

actin

中明显高于中、低分化肝癌组织, 与肿瘤的分
化有关. 这种在高分化的肝癌组织中呈高表达
而在进展期中低分化肝癌组织中呈低表达, 提
示COX-2发挥作用是在肝癌发生的早期阶段而

图 4 人肝癌细胞COX-2蛋白的表达. A: HepG2; B:
Bel7402; 1: 24 h WBH1转染组; 2: 48 h WBH1转染组; 3:
72 h WBH1转染组; 4: 96 h WBH1转染组; 5: 48 h空白对照
组; 6: 48 h WBH2转染组; 7: 48 h HK转染组.

不是进展期[9-10]. 国外研究还发现, 将COX-2基因
质粒转染肝癌细胞株能明显促进肝癌细胞的增

达的同时, 可抑制人肝癌细胞株的生长[13]. 与反

殖, 且发现COX-2的过度表达可诱导Akt磷酸化,

义寡核苷酸基因治疗手段相比, RNA干扰技术

且磷酸化位点在Thr308, 推测COX-2可能通过

对其基因抑制作用更强, 特异性更高[14]. 目前为

Akt/PI3K信号通路起作用 . Cheng et al

在对

止, 尚未见到有关应用RNAi技术抑制肝癌细胞

HBV相关的肝癌研究发现, COX-2的表达与血

COX-2表达的报道, 因此, 本研究选用RNA干扰

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及肿瘤微血管密

技术构建针对COX-2基因的shRNA真核表达载

度(MVD)相关, 在使用COX-2抑制剂NS-398后

体WBH1和WBH2[15], 转染不同分化程度的人肝

PGE2及VEGF表达下调, 加入前列腺素PGE2和

癌细胞株: 高分化程度的HepG2细胞和中分化程

PGI2可增加VEGF的表达, 推测COX-2可能通过

度的Bel7402细胞, 分别在不同时间点从mRNA

产生前列腺素促进VEGF表达, 刺激新生血管形

和蛋白质水平观察COX-2的抑制情况. 实验表

成, 参与肿瘤的产生与发展.

明, 肝癌细胞株HepG2及Bel7402均有COX-2表

[11]

[12]

RNA干扰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新技术, 其

达. WBH1质粒对HepG2细胞COX-2 mRNA和蛋

原理是利用双链R N A特异性介导其互补同源

白表达的抑制率分别可达88.6%和80.5%, 抑制

mRNA序列的降解, 阻断体内特定基因的表达.

效率均在48 h最高. 而对于Bel7402细胞, WBH1

由于RNA干扰具有高度的序列专一性, 目前已

质粒对COX-2 mRNA和蛋白表达的抑制率分别

作为一种简单有效的代替基因敲除工具. 肿瘤

可达70.1%和66.5%, 抑制效率在72 h最高. 两株

的形成是一个多因素和多步骤参与的过程, 肿

细胞的有效抑制时间均可维持在48-96 h. 这种

瘤相关基因的异常表达及部分关键酶的过量表

不同细胞株间抑制效率的不同, 考虑为不同细

达与细胞癌变关系密切. 已有报道利用腺病毒

胞株中U6启动子转录后R N A受到抑制和干扰

介导的C O X-2反义R N A技术在抑制C O X-2表

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对肿瘤细胞的抑制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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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也不同. 两株细胞的脂质体转染率分别为
60%, 54%, 而COX-2抑制率可达上述水平, 说
明抑制作用可以在细胞间传递[16]. 此外, 对中分

8

化的肝癌细胞株抑制高峰时间较高分化的肝癌
细胞株出现晚, 推测shRNA真核表达载体在不
同分化的肝癌细胞内转录过程存在差异而导致
最佳干扰效果时间的不同. 而同为编码COX-2

9

shRNA的质粒WBH2对两株细胞均无干扰效应,
说明干扰效应与干扰靶点的选择高度相关.
总之, 我们所构建的针对C O X-2基因的
shRNA真核表达载体WBH1对两种不同分化程

10

度的肝癌细胞株均有明显抑制作用, 为进一步
研究COX-2与肝癌的生物学特性及肿瘤的基因
治疗提供了实验依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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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A基因缺失的中国幽门螺杆菌突变菌株的构建及鉴定
黄志刚, 段广才, 范清堂, 黄学勇

■背景资料

世界范围内不同
H pylori 菌株cagA
分子变异较大, 该
变异可能导致不
同菌株的cagA生
物学作用乃至致
病性不同. 我国作
为H pylori 感染较
严重的国家之一,
临床分离株中超
过90%含有cagA
基因, 但对于毒力
因子cagA的生物
学功能不甚明了.
另外, 由于cagA阴
性自然突变株与
cagA阳性野生株
之间缺乏除cagA
基因以外的相同
遗传背景, 所以无
法对cagA基因功
能做出真实判断.
目前, 利用基因打
靶技术, 敲除生物
体内特定的靶基
因已成为后基因
组时代研究基因
功能最直接和最
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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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knock out the entire cagA gene of
Chinese Helicobacter pylori strain via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and construct a cagA-deleted
mutant strain of Chinese H pylori.
METHODS: Two DNA fragments locating in
the upper and downstream of cagA gene were
amplified and a kanamycin resistance gene of
pEGFP-N2 between them were engineered into
pBluescript SK II(-) plasmid (pBs-cagA-mutant).
Electrotransformation of H pylori cells with pBscagA-mutant resulted in isolation of kanamycinresistant H pylori transformants, which was
identifi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d sequencing analysis�.
RESULTS: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analyses

showed that pBs-cagA-mutant vector had been
successfully recombined. The cagA-deleted status of Chinese H pylori mutants was confirmed
by PCR with primers specific for the genes of
cagA and kanamycin resistance. After 25 generations of culture, the constructed Chinese H pylori
mutants were confirmed stable.
CONCLUSION: A cagA-negative mutants of
Chinese H pylori strain is firstly constructed,
which can help to further study the role of cagA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 pylori infection.
Key Words: Helicobacter pylori ; cagA gene; Deletion; Mutant
Huang ZG, Duan GC, Fan QT, Huang XY. Constru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mutant Helicobacter pylori
strain with absent expression of cagA gen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33):3190-3194

摘要
目的: 构建cagA基因缺失的中国幽门螺杆菌
突变株.
方法: 运用基因同源重组方法将卡那霉素抗
性基因(km R)连接到PCR扩增cagA基因两端
区域产生的2个基因片段之间, 并共同插人到
pBluescript SKⅡ(-)载体的多克隆位点中, 构
建出带卡那霉素抗性标志的缺失突变载体
pBs-cagA-mutant. 将突变载体转化到含完整
cagA基因的突变受体MEL-H pylori 27菌株中.
卡那霉素筛选出cagA基因缺失的中国幽门螺
杆菌突变株, 并经PCR和DNA测序鉴定.
结果: 构建的突变载体经限制性内切酶酶
切分析显示, 产生的条带与设计结果完全一
致. PCR方法扩增突变株cagA, km R基因显示,
cagA基因已被完整敲除掉, DNA测序证实筛
选得到了cagA基因缺失的幽门螺杆菌突变株.
连续培养25代后证实, 幽门螺杆菌突变株具有
良好稳定性.
结论: 首次成功构建出1株中国人来源的、
cagA基因缺失的幽门螺杆菌突变株.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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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惠赠. 大肠杆菌DH5α为本室保存. pyrobest
DNA聚合酶、T4 DNA连接酶、DL15000 DNA
Marker、l00 bp DNA Marker、限制性内切酶

2006;14(33):3190-3194

Xho Ⅰ、Hin dⅢ、Pst Ⅰ和Xba Ⅰ为TaKaRa公司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3190.asp

产品; 蛋白酶K、RNA酶A购自Sigma公司; 胰蛋
白胨、酵母提取物购自OXOID公司; quick gel
extraction kit购自Qiagen公司.

0 引言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是一种
可长期定植于人类胃黏膜的革兰氏阴性螺旋形

1.2 方法 将H pylori 27接种于含100 mL/L羊血的
布氏平板培养基(万古霉素10 mg/L、多黏菌素

微需氧菌, 在全世界范围内感染率超过50%. H

B 2500 U/L、TMP 5 mg/L、两性霉素5 mg/L),

pylori 是引起慢性胃炎和胃十二指肠溃疡的致病
因子, 流行病学和动物实验证实H pylori 慢性感
染是导致胃癌的重要危险因素. H pylori 致病的

850 mL/L N2)培养3-4 d. 从培养基上刮取生长良

多样性与尿素酶、黏附因子、应激反应蛋白、

37℃, 微需氧条件下(100 mL/L CO2, 50 mL/L O2,
好的H pylori 菌落, TE洗涤后采用酚/氯仿法提取
基因组DNA, 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DNA的浓度

脂多糖、空泡毒素以及细胞毒素相关基因A蛋

和纯度. 抽提的DNA溶于50 μL去离子双蒸水中,

白(cytotoxin-associated gene A, cagA)等毒力因

置-20℃保存备用.

子关系密切 . 其中cagA是H pylori 最重要的毒
[1]

力因子之一[2]. 近来发现, cagA可通过Ⅳ型分泌
系统转移进宿主细胞, 经由Src家族的酪氨酸激
酶磷酸化修饰后, 与含Src同源序列SH2结构域
的酪氨酸磷酸酶(tyrosine phosphatase 2, SHP-2)

1.2.1 P C R扩增 根据本室报道的H p y l o r i 27
cagA基因全序列(GenBank登录号: DQ306710)
自行设计用于扩增c a g A基因两翼的同源臂
片段: P1: 5'-C G C T C G A G A G C C C TA A A G
T TA C TA C A A-3'(含X h o Ⅰ位点), P2: 5'-G C

结合, 干扰细胞信号转导, 使细胞骨架排列紊

A A G C T T T G T T T C T C C T T TA C T-3'(含Hin d

乱 . 世界范围内不同H pylori 菌株cagA分子变

Ⅲ位点), 扩增片段长约720 b p; P3: 5'-G G C

[3]

异较大, 该变异可能导致不同菌株的cagA生物

TGCAGAGGATTGAGGAATAC-3'(含Pst Ⅰ

学作用乃至致病性不同 . 我国作为H pylori 感

位点), P4: 5'-C G T C TA G AT C A A G T T G T C T

[4]

染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临床分离株中超过90%

A AT T TA G-3'(含X b a Ⅰ位点), 扩增片段长

含有cagA基因, 但对于毒力因子cagA的生物学

约985 b p. 根据c a g A基因编码区保守序列

功能不甚明了. 另外, 由于cagA阴性自然突变株

设计引物: P5: 5'-G G T C T G C C A A A C A AT

与c a g A阳性野生株之间缺乏除c a g A基因以外

C T T T T G C A G-3', P6: 5'-T C A A G T T G T C T

的相同遗传背景, 所以无法对cagA基因功能做

AATTTAGCGTTG-3', 扩增片段长约760 bp. 根

出真实判断. 基于以上原因, 本研究通过同源重

据质粒pEGFP-N2全序列设计用于扩增抗性筛

组方法敲除掉幽门螺杆菌中国株MEL-H pylori

选标记基因(卡那霉素)的引物: P7: 5'-GCAAGC

27 cagA基因, 首次构建出cagA基因全部缺失的

TTATGATTGAACAAGATGGATTG-3'(含Hin d

源自中国的幽门螺杆菌cagA阴性突变株, 为研

Ⅲ位点), P8: 5'-GGCTGCAGTCAGAAGAACT

究中国株幽门螺杆菌cagA基因的生物学功能及

CGTCAAGAAG-3'(含Pst Ⅰ位点), 扩增片段长

在毒力相关蛋白表达中的作用, 从而最终明确

约800 bp. 引物设计软件为Primer 5.0. 所有引物

cagA基因与幽门螺杆菌致病性的关系等方面提

均由北京赛百盛公司合成. 以H pylori 27基因

供良好的实验前提.

组DNA为模板, 分别用P1, P2和P3, P4引物扩增
cagA基因的两翼序列, 扩增产物分别记作F L1和

1 材料和方法

FR2; 以质粒pEGFP-N2为模板, 用P7, P8引物扩增

1.1 材料 含cagA基因的幽门螺杆菌菌株MEL-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扩增产物记作km R. 反应体

H pylori 27(简称H pylori 27)由本教研室从郑

系50 μL, 扩增条件为: 94℃ 4 min×1; 94℃ 50 s,

州市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体内分离并保种. 克

54℃ 50 s, 72℃ 50 s×30; 72℃ 7 min×1, 产物于

隆载体pBluescript SKⅡ(-)由军事医学科学院

4℃保存备用.

韩聚强博士惠赠, 质粒pEGFP-N2(含卡那霉素

1.2.2 突变载体的构建 将酶切消化后的扩增片

抗性基因)由河南省医学科学研究所范天黎博

段: FL1/Xho Ⅰ+Hin d Ⅲ, kmR/Hin d Ⅲ+Pst Ⅰ, F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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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同源重
组方法敲除幽门
螺杆菌中国株
MEL-H pylori 27
cagA基因, 首次构
建出cagA基因全
部缺失的源自中
国的幽门螺杆菌
cagA阴性突变株,
为研究中国株幽
门螺杆菌cagA基
因的生物学功能
及在毒力相关蛋
白表达中的作用,
从而最终在明确
cagA基因与幽门
螺杆菌致病性的
关系等方面提供
良好的实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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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构建了一株
中国人来源的、
cagA基因缺失的
幽门螺杆菌突变
株, 为今后研究幽
门螺杆菌cagA基
因的功能做了一
定的基础研究工
作. 文章选题准
确, 研究方法合
理, 结果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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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 Ⅰ+Xba Ⅰ与载体pBluescript SKⅡ(-)/Xho Ⅰ
+Xba Ⅰ进行体外连接, 连接体系40 μL, 目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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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图 1 目的基因片
段10 g/L琼脂糖凝
胶电泳. 1: 100 bp
DNA Marker; 2, 3:
F L1; 4, 5: F R2; 6, 7:
kmR.

段与载体分子比为3∶3∶3∶1, 16℃连接24 h后,
按常规方法转化感受态D H5α细胞. 限制性内
切酶消化鉴定出阳性重组克隆, 记作pBS-cagAmutant.
1.2.3 突变菌株的构建与鉴定 参考Yuan et al [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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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bp
1000 bp
800 bp
500 bp

方法, 自培养72 h的固体培养基上刮取H pylori
于1 mL 150 mL/L甘油-90 g/L蔗糖溶液, 4℃ 5000
r/min离心10 min(重复3次), 沉淀重悬于50 mL
150 mL/L甘油-90 g/L蔗糖溶液中, 调整细菌浓度
为1010 CFU/L. 4℃放置10 min, 加质粒pBS-cagAmutant 5 μg, 冰上静置5 min, 移入-20℃预冷的
0.1 cm电击池中, 冰浴5 min, 电击池置电穿孔架

H pylori 27
genone DNA

↓

PCR

Hin d Ⅲ
Xho Ⅰ

FL1 Hin d Ⅲ

kmR

Pst Ⅰ
Pst Ⅰ

上, 电击条件: 25 F, 1.8 kV, 200 Ω, 4.92 s, 电击

↓

普通H pylori 平板上, 37℃微需氧培养48 h后, 刮

1

Ligation

取平板上菌落于无菌生理盐水中混匀, 转涂于

pBS-�����
cagA�mutant

含25 mg/L卡那霉素的H pylori 平板上, 37℃微需
氧培养3-6 d, 挑取单个菌落接种于含25 mg/L卡
板上的菌落进行尿素酶活性检测和细菌染色鉴

Xba Ⅰ

图 2

1 2

3

基因编码区序列引物P5, P6和卡那霉素抗性基
进行PCR扩增, 并以野生株H pylori 27为对照.
将引物P1, P4的扩增产物克隆后, 送上海鼎安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测序. 鉴定出的突变菌株记作

H pylori 27△cagA. H pylori 27野生株和cagA基
因缺失的H pylori 27△cagA突变株分别连续培

Xho Ⅰ
Hin d Ⅲ
Pst Ⅰ

cagA缺失突变载体构建示意图.

定, 并且抽提基因组DNA进行鉴定: 以扩增cagA
因引物P7, P8, 结合cagA基因侧翼的引物P1, P4,

pBluescript
SKⅡ(-)

FR2 Xba Ⅰ

后, 加SOC缓冲液100 μL, 将电转液均匀涂布于

那霉素的H pylori 平板上继续培养3-6 d, 刮取平

1

H pylori 27
genone DNA

pEGFP-N2

15 000 bp
5000 bp
2500 bp

1000 bp

4 5

图 3 突变载体的
酶切鉴定结果. 1: DL
15000 DNA Marker;
2: Xho Ⅰ消化空质粒
pBluescriptSKⅡ(-);
3: Xho Ⅰ, Xba Ⅰ双切
pBS-cagA-mutant; 4:
Xho Ⅰ, Pst Ⅰ双切pBScagA-mutant; 5: Xho
Ⅰ, Hin dⅢ双切pBScagA-mutant.

养25代(突变株培养基中含25 mg/L卡那霉素)后,
再按上述条件行相关基因片段的PCR扩增, 以鉴
定突变菌株稳定性.

与pBluescript SKⅡ(-)连接构建突变载体pBS-

2 结果

cagA-mutant, 模式图见图2. pBS-cagA-mutant经

2.1 目的基因的扩增结果 引物P1, P2扩增cagA基

Xho Ⅰ+
+Xba Ⅰ双酶切产生2500
双酶切产生2500 bp(FL1+kmR+FR2),
3 0 0 0 b p 片 段 ; 经X h o Ⅰ +P s t Ⅰ 双 酶 切 产 生
1520 bp(FL1+kmR), 3985 bp片段; Xho Ⅰ+
+Hin d Ⅲ

因编码区的上游序列, 扩增片段F L1长约720 bp;
引物P3, P4扩增c a g A基因编码区的下游序列,
扩增片段F R2长约985 bp; 引物P7, P8扩增质粒

双酶切产生720 bp(FL1), 4785 bp片段(图3). 与设

pEGFP-N2的抗性筛选标记基因(卡那霉素)的编

计结果完全相符.

码序列, 扩增片段kmR长约800 bp(图1).
2.2 突变载体的构建与酶切鉴定 H pylori cagA

2.3 突变菌株的鉴定 卡那霉素筛选出的c a g A
基因缺失突变株H pylori 27△cagA及其对应的

基因缺失突变的重组载体pBS-cagA-mutant的

野生株H pylori 27, 采用PCR方法进行鉴定, 以

连接顺序为: 两侧同源臂是cagA基因编码区上

引物P5, P6扩增cagA基因片段, 以引物P7, P8扩

游、下游两端区域的基因片段F L1 和F R2 , 中间

增卡那霉素抗性基因片段, 结果显示, 突变株

R

为卡那霉素抗性基因k m , 以上3个D N A片段

H pylori 27△cagA可以扩出长约800 bp的卡那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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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抗性基因片段, 而不能扩出cagA基因长约

A

1 2 3 4 5 6 7 8 9

760 bp片段; 野生株H pylori 27可以扩出长约
760 bp的cagA基因片段, 而不能扩出卡那霉素抗
性基因片段(图4A). 引物P1, P4的扩增结果显示,

H pylori 27野生株可扩出约5100 bp的片段(包括

B

1

2

3

4

5

15 000 bp
5000 bp
2500 bp
1500 bp
1000 bp
800 bp

1000 bp

500 bp

cagA基因完整编码区序列和5, 3非编码区序列
以及cagA基因上下游结构基因的部分序列), H

pylori 27△cagA突变株仅能扩出约2500 bp的片
段, 提示cagA基因完整编码区缺失(约3510 bp),
代之以800 b p的卡那抗性基因(图4B). 测序结
果进一步证实同源重组成功, GenBank登录号:
DQ789393(序列略). 突变菌株的稳定性鉴定: 野

图 4 野生株H pylori 27与cagA缺失突变株H pylori 27△
cagA的PCR鉴定结果. A: 1: 100 bp DNA Marker; 2, 3: 以野
生株为模板, P5, P6; 4, 5: 以突变株为模板, P5, P6; 6, 7: 以野
生株为模板, P7, P8; 8, 9: 以突变株为模板, P7, P8; B: 1: DL
15 000 bp DNA Marker; 2, 3: 以突变株为模板, P1, P4; 4, 5:
以野生株为模板, P1, P4.

生株和突变株分别连续培养25代后, 其基因组
DNA的PCR结果与上述相同, 表明cagA基因缺
穿孔转化技术, 将突变载体pBS-cagA-mutant转

失突变株具有良好稳定性.

化进入野生株H pylori 27菌体, 突变载体与野生
3 讨论

株染色体之间发生同源重组, 使卡那霉素抗性

cagA是H pylori 最重要的毒力因子之一, 根据该

基因(km
km R)置换野生株的cagA基因, 随后因突变

蛋白有无可将H pylori 分成两型:Ⅰ型为高毒力

载体不能在H pylori 菌体内生长复制而丢失, 所

株, 含cagA基因, 表达cagA和vacA蛋白, 具有空

以cagA基因缺失的突变株H pylori 27△cagA得

泡毒素活性; Ⅱ型为低毒力株, 不含cagA基因,

以构建. 本文所用的电穿孔技术是一种高效的

[6]

不表达cagA和vacA蛋白, 无空泡毒素活性 . 流

基因转移方法, 且没有种属的特异要求, 被广泛

行病学研究发现, H pylori Ⅰ型菌株可明显增加

用于各种细菌、细胞的基因转化和转染中. 但

[7-8]

. 因此, cagA

不同的目的菌株或细胞的转化体系中, 缓冲液

可能是一种重要的疾病相关蛋白, 在H pylori 致

不同, 所用电压、电阻、电容也不同[9]. 本研究

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编码cagA蛋白的cagA

实验过程中, 经反复比较不同条件的转化情况,

基因定位于被称为cag致病岛(cag pathogenicity

确定了最佳条件. 与Yuan et al [5]的条件略有不同,

island, cagPAI)的长约40 kb的基因群中, 其中包

可能与所用菌株不同有关.

患严重性胃炎及胃癌的危险性

含约编码27-31种蛋白质的基因. cagPAI的部分

检测突变株H pylori 27△cagA中是否还存

序列可编码形成注射器样结构的Ⅳ型分泌系

在cagA基因, 是最后认证cagA基因缺失突变株

统, 该系统可以把c a g A蛋白注入宿主细胞. 迄

构建成功与否的关键. 我们对野生株和突变株

今为止, cagA是H pylori 毒力因子中唯一一个通

的基因组DNA进行了PCR鉴定: 野生株可以扩

过这种方式进入宿主细胞的蛋白质, 因此对于

出cagA基因片段, 而不能扩出卡那霉素抗性基

[2]

c a g A蛋白的研究备受关注 . 为了更好的研究

因; 突变株未能扩出c a g A基因片段, 但可扩出

中国幽门螺杆菌cagA基因的功能, 本文根据同

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提示cagA基因已经缺失. 另

源重组的原理构建了cagA基因缺失突变株: 采

外, 用cagA基因两侧的引物进行长片段扩增, 也

用PCR方法扩增cagA基因两端区域目的基因片

得到了相同的验证: 野生株可以扩出包含完整

段FL1和FR2, 其中FL1包含有cagA基因完整的调控

cagA基因和非编码序列的长约5100 bp片段, 而

序列, 运用基因重组方法将卡那霉素抗性基因

突变株仅能得到约2500 b p的基因片段, 提示

R

(km
km )连接到FL1和FR2两片段之间, 并共同构建到

cagA基因完整编码区(3510 bp)被卡那霉素抗性

pBluescriptSKⅡ(-)载体的多克隆位点中, 构建

基因(800 bp)所取代. 以往国外虽有构建cagA基

出带卡那霉素抗性标志的cagA基因缺失突变的

因失活突变株的报道, 但因均采用在cagA基因

pBS-cagA-mutant载体. 将该载体转化大肠杆菌

编码区中插入抗性基因使cagA基因失活, 进而

DH5α, 转化菌可以在氨苄青霉素/卡那霉素双抗

研究cagA基因的相关功能, 但是由于残存cagA

性培养基中生长, 提示卡那霉素抗性基因可以

基因片段的存在, 必然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

在cagA基因调控序列作用下表达. 我们采用电

影响, 不利于评价完整cagA基因的功能[10-11]. 另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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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cagA基因失活突变株均是以西方菌株或国
际参考株为基础进行构建

[12]

, 而就cagA分子而

6

言, 东西方菌株之间存在明显差异[13-14], 以西方
菌株为基础的研究结果不能全面反映东方菌株
cagA基因的生物学作用. 因此构建一株中国人

7

群感染H pylori 的cagA基因缺失突变株具有重要
的价值及意义. 本研究首次构建出一株中国人
来源的、cagA全基因缺失的H pylori 突变株, 为
进一步研究幽门螺杆菌中国株cagA基因的功能,

8

阐明其在H pylori 致病中的地位及作用奠定了实
验基础. 目前, 有关H pylori 27野生株与H pylori
27△cagA突变株的相关功能差异研究正在进行
之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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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serum leptin
(Lep),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and alpha-fetoprotein (AFP) and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s in hepatocelluar carcinoma (HCC).
METHODS: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serum Lep,
VEGF and AFP levels in 146 patients with HCC,
31 patients with liver cirrhosis and 30 healthy
controls. The correlations Lep, VEGF, and AFP
expression with clinical index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serum Lep level was correlated
with body mass index (BMI) in HCC patients
(r = 0.64, P < 0.01), and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www.wjgnet.com

that in cirrhotic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19 μg/L vs 35, 27 μg/L, P < 0.05). The serum
Lep level in HCC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with upgrade of TNM stages, metastasis
and recurrence (P < 0.05).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in cirrhotic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the serum VEGF level in HCC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398 ng/L vs 179, 167 ng/L,
P < 0.01).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VEGF and AFP expression.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VEGF were 71.2% and 80.6%, and
those of AFP were 73.3% and 83.9%, respectively, in the diagnosis of HCC. However, the sensitivity was increased to 91.8%, while the accuracy
reached 90.4% after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VEGF and AFP was used. There was a relationship beween the level of serum VEGF and tumor
size (<3 cm: 237 ± 96 ng/L, >3 cm: 398 ± 124 ng/L,
P < 0.01).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NMⅠ, Ⅱ
stage, the serum VEGF of TNM Ⅲ, Ⅳstage was
obviously higher (346 ± 131, 401 ± 152 ng/L vs
228 ± 89, 259 ± 102 ng/L, P < 0.01), and it also
showed a significant elevation in the patients
with metastasis and recurrent HCC (P < 0.01).
CONCLUSION: Nutrition status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CC can be judged by serum
Lep level, and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serum
VEGF and AFP may provide a significant marker for HCC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Key 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Leptin;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lpha-fetoprotein;
Body mass index
Hou ZJ, Wang XW, Zhang LH, Zhou XY, Dai DL, Yan
JH.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Lep, VEGF and AFP
expression in hepatocelluar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33):3195-3200

摘要
目的: 探讨HCC患者血清Lep, VEGF和AFP表达
的临床意义.
方法: 用ELISA检测30例健康对照、31例肝
硬化和146例HCC患者血清Lep, VEGF和AFP
含量, 分析Lep, VEGF和AFP及其联合检测对

■背景资料

Lep和VEGF作为
参与多种肿瘤新
生血管形成重要
的细胞因子, 已成
为国内外对肿瘤
发生、发展分子
机制研究和认识
的热点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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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Lep和VEGF参
与多种肿瘤的发
生、发展过程, 其
相互协同在肿瘤
新生血管的形成
中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因此,
进一步研究血清
Lep和VEGF在肝
癌发生、发展, 转
移和复发中的分
子机制, 可能成为
下一步研究的前
沿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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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的诊断、临床分期和预后的意义.
结果: H C C患者血清L e p水平与B M I显著相
关(r = 0.64, P <0.01), 且显著低于肝硬化组/健
康对照组(19 μg/L vs 35, 27 μg/L, P <0.05). 随
TNM分期增加和转移、复发, HCC血清Lep水
平明显降低(P <0.05). HCC患者血清VEGF水
平显著高于肝硬化组/健康对照组(398 ng/L vs
179, 167 ng/L, P <0.01), VEGF和AFP间无相关
性, 二者对HCC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
为71.2%, 73.3%和80.6%, 83.9%, 联合检测可
提高诊断的敏感性(91.8%)和准确度(90.4%).
H C C患者V E G F水平与肿瘤大小呈正相关
(<3 cm: 237±96 ng/L, >3 cm: 398±124 ng/L,
P <0.01), Ⅲ, Ⅳ期患者血清VEGF水平也明显
高于Ⅰ, Ⅱ期患者(346±131, 401±152 ng/L
vs 228±89, 259±102 ng/L, P <0.01), 术后转移
和复发患者血清VEGF水平明显升高(P <0.05).
结论: 血清Lep测定可判断HCC患者营养状况
和预后, 血清VEGF与AFP联合测定可作为诊
断HCC和判断其预后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 肝细胞癌; 瘦素;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甲胎蛋
白; 体重指数
侯振江, 王秀文, 张丽华, 周秀艳, 戴殿禄, 闫金辉. 原发性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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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测定146例HCC患者血清Lep, VEGF和
AFP水平, 探讨其在HCC诊疗中的相关性及其
与临床的关系.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H C C患者146例, 多属于中、晚期,
2004-06/2006-06沧州市中心医院和唐山市人
民医院门诊和住院患者. 其中男性101例, 女性
45例, 年龄18-69(平均46.2±10.7)岁. 根据临床
症状和体征、B超、C T、肿瘤标志(A F P定量)
确诊, 部分病例经病理切片或核磁共振进一步
诊断. 肝硬化组31例, 平均年龄44.7±8.2岁; 健
康对照组30例, 平均年龄38.5±9.8岁, 均为本
院住院患者和健康体检者. 所有受试者均准确
测量身高、体质量, 并计算体重指数(B M I)和
体脂肪含量(FAT). BMI = 体重/身高2, 男FAT =
(1.2×BMI+0.23×年龄-16.2)%, 女FAT = (1.2×
BMI+0.23×年龄-5.4)%. 清晨空腹肘静脉采血
3 mL, 30 min内分离血清, 常规进行AFP定量,
并留取相应血清置-20℃冰箱保存, 用于Le p和
VEGF检测.
1.2 方法 AFP采用微粒子酶免化学发光分析法,
美国雅培公司提供AXSYM全自动免疫分析仪

患者血清leptin, VEGF和AFP表达的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和试剂盒. 采用ELISA法测定血清Lep和VEGF,

2006;14(33):3195-3200

仪器为奥地利H T2型酶标仪, 试剂盒由尚柏生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3195.asp

物医学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分别为德国和美国
进口), 严格按试剂盒操作程序和要求进行测定.

0 引言

标准品均双孔检测, 血清Lep和VEGF浓度直接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临

从标准曲线查得.

床常见的恶性肿瘤, 其发病率目前有上升趋势,
死亡率列消化系统肿瘤的第3位, 我国每年约有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用m e a n±S D表示,
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 检验和协方差分析.

33万人死于肝癌. HCC侵袭性极强, 预后差, 根
治切除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小肝癌的预后相

2 结果

对较好. 因此,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肝癌尤

2.1 HCC患者血清Lep和VEGF水平 HCC患者其血

其重要. 甲胎蛋白(A F P)是临床上诊断H C C最

清Lep水平显著低于肝硬化组和健康对照组, 健康

常用的肿瘤标志物之一, 但敏感性较低(70%左

对照组也显著低于肝硬化组,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

右), 特异性也较低(64%) , 因此单独应用AFP

义(P <0.05); VEGF水平显著高于肝硬化组和健康

诊断HCC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 有研究证实, 瘦

对照组, 且无论AFP阳性与否, 其血清VEGF水平

素(leptin, Lep)可抑制肿瘤细胞的凋亡、促进

均显著高于肝硬化组和健康对照组, 差异有显著

其增殖、增加对基底膜的侵袭能力及促进血管

性意义(P <0.01), 但肝硬化组和健康对照组之间

[1]

形成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表1).

growth factor, VEGF)不仅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分

2.2 血清Lep, VEGF和AFP联合诊断HCC 以健康

裂、增殖, 促进细胞的增长, 维持血管的完整

对照组血清L e p平均值减2S D和健康对照组血

性, 而且还参与细胞间黏附, 促进细胞浸润, 在

清VEGF平均值加2SD为阳性, 即Lep<15 μg/L,

[2]

[3]

肿瘤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 我们用酶联

VEGF>251 ng/L为阳性; AFP以>25 μg/L为阳

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 immunosorbent assay,

性, L e p, V E G F和A F P对H C C的诊断价值(表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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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应用要点

146例HCC患者血清Lep和VEGF水平 (mean±SD)

总

分组

n

对照组
30
肝硬化组 31
HCC组 146
AFP(+) 107
AFP(-)
39

男

27±12
35±14a
19±9a
20±9
19±9

女

n

Lep (μg/L)

n

15
19
101

24.7±10.1
31.0±13.2
15.4±9.8

15
12
45

Lep (μg/L)

流行病学调查和
基础研究证实,
Lep和VEGF在各
种肿瘤细胞内均
有表达, 在肿瘤的
发生和发展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 因
此, 研究血清Lep,
VEGF和AFP的
表达对肝癌的诊
断、治疗、疗效
观察、预后监测
具有重要的临床
价值.

VEGF (ng/L)

Lep (μg/L)
34.4±15.2d
36.8±15.1d
31.6±17.5ad

167±84
179±98
398±153b
395±157 b
402±150 b

a

P <0.05, bP <0.01 vs 其他两组; dP <0.01 vs 男.

表 2

VEGF和AFP对146例HCC的诊断价值 (%)

诊断价值
敏感度
特异度
准确度

Lep

VEGF

AFP

Lep+VEGF

56.9
96.7
63.8

71.2
80.7
72.9

73.3
83.9
75.1

78.1
77.3
77.9

VEGF+AFP
92.8
79.7
90.5

2). 根据BMI将HCC患者分为3组: 营养不良组

Lep+AFP

Lep+VEGF+AFP

78.1
75.7
77.9

88.0
77.1
74.8

表 3 68例 HCC患者血清Lep和VEGF表达与病理分级之
间的关系

(BMI<18.5)78例(Lep = 14.89±8.91), 营养正常
组(BMI介于18.5-25)51例(Lep = 24.72±11.84),

病理学特点

肥胖组( BMI>25)17例(Lep = 29.85±12.26). 采

肿瘤大小 (cm)
<3
>3
TNM分期
Ⅰ
Ⅱ
Ⅲ
Ⅳ
转移与复发
高
低

用协方差分析, 校正性别、年龄后, 营养不良组
血清Lep含量显著低于营养正常组和肥胖组, 3
组间均有显著性差异(P <0.05). 男性患者与其
他两组之间也有显著性差异. 男、女营养正常的
HCC患者血清Lep水平低于相同性别的健康对照
组, 但未见显著性差异.
2.3 HCC患者血清V EGF水平与临床分期和病理

n

Lep (μg/L)

VEGF (ng/L)

19
49

22.2±9.9
17.1±10.9

237±96
398±124

6
13
21
28

25.7±9.8
23.6±10.2
18.2±8.7
15.4±9.6

228±89
259±102
346±131b
401±152b

41
27

16.4±8.2
24.4±11.0

401±138
184±79

分级的关系 H C C的分期按国际恶性肿瘤联盟
(UICC) TNM分类标准, 肿瘤直径<3 cm为小肝癌,
>3 c m为大肝癌. 将有癌栓和/或肝内播散和/或
0.5 a内复发的HCC患者定为高转移复发组, 反之
为低转移复发组(表3). 对43例术前V EGF升高的

b

P <0.01 vs Ⅰ,Ⅱ.

盘、卵巢、子宫内膜、睾丸、附睾等全身组织
器官, 因而具有广泛的生物学作用. 流行病学调

HCC患者进行治疗后的动态监测, 发现31例术后

查和基础研究证实, Lep与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

1 wk VEGF含量下降, 1 mo降至正常水平. 7例患

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者于手术后2-3 wk血清VEGF含量仍维持高水平,

新生血管的形成; VEGF是促进内皮细胞分裂和

分别于术后3-6 mo死亡, 5例上升, 2 wk后有2例高

血管生成的重要因子, 其表达水平不仅与肿瘤

于术前. 随访中有3例患者分别于12, 15, 17 mo后

血管的发生、增殖有关, 而且直接参与浸润和

VEGF再度升高, 进一步证实为HCC复发或转移.

转移[5-8]. Brown et al [9]用免疫组化和原位杂交技
术测定21例消化系统原发癌, 所有恶性上皮均

3 讨论

明显表达VEGF mRNA及其蛋白, 与肿瘤坏死区

Lep是脂肪细胞肥胖基因(obese gene, Ob基因)的

紧密连接的癌细胞中表达更显著, 肿瘤血管内

编码产物, 通过与瘦素受体(Ob-R)结合发挥其生

VEGF染色阳性, 肿瘤以外的组织没有表达, 表

物学作用. 目前发现Ob-R至少有5种亚型, 即Ob-

明VEGF在消化系统肿瘤内血管形成中有一定

[4]

Ra, Ob-Rb, Ob-Rc, Ob-Rd和Ob-Re , 广泛分布

作用. 毛振彪 et al [10]研究表明, 血清VEGF表达

于下丘脑、垂体、肺、心、肝、肾、胰腺、胎

与胃癌的发生、发展和肿瘤的浸润、侵袭有关,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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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量增高, 预示胃癌的转移和预后不良.有资

AFP mRNA的阳性率为70%, 显著高于AFP的阳

料报道, VEGF表达密集区大多位于HCC肿瘤细

性率(65%). 刘剑波 et al [24]发现, 原发性肝癌患

胞周边和肿瘤向周围浸润的区域, 说明VEGF在

者血清VEGF的阳性率(77.8%)显著高于肝硬化

HCC组织血管中的增殖作用 . Torimura et al

[12]

(10.0%)和正常对照(3.3%), 而血清Lep在肝癌中

报道, 肝癌组织内VEGF蛋白及VEGF mRNA表

的诊断价值尚无报道. 我们研究发现, 血清Lep

达较正常肝组织明显增高, 并与肿瘤的血管分

和V E G F对H C C诊断的阳性率分别为56.9%和

化程度密切相关. 李立人 et al

发现VEGF在细

71.2%, 与AFP对HCC诊断的阳性率(73.3%)比较,

胞质和细胞膜呈局灶性分布, 在肝细胞肝癌、肝

前者有显著性意义(P <0.01), 而后者差异无统计

硬化和正常肝组织的表达阳性率分别为81.0%、

学意义. 就其特异度和准确度而言, 分别以Lep

36.7%和23.8%, 肝细胞肝癌和肝硬化组织之

和AFP最高, 但VEGF和AFP之间无相关性, 提

间、肝细胞肝癌和正常肝组织之间均有显著性

示VEGF可作为独立于AFP的诊断指标. 3项指

差异(P <0.05). 李兴睿 et al

进一步证实, VEGF

标两两联合和同时测定, 以VEGF和AFP联合检

阳性颗粒定位于肝癌细胞的胞质内, 其表达水平

测对HCC的诊断起互补作用, 其阳性率提高到

明显高于邻近正常组织, 且呈异质性分布, 强阳

92.8%(P <0.05), 特异度达80%, 准确度达90%以

性染色的肿瘤细胞多位于肿瘤浸润边缘或肿瘤

上. 因此联合测定VEGF和AFP对HCC的诊断具

包膜附近. 常实 et al

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11]

[13]

[14]

[15]

报道, 肝癌组织中VEGF蛋

白检测可作为判断HCC有无血行转移倾向的指

业已证实, 人类Lep水平与BMI, FAT呈正相

标, 但需要组织标本, 不适用于高危人群的普查

关, 且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张宪真 et al [25]研究证

和肝癌患者的动态监测, 而血清VEGF水平对判

实, 肿瘤患者血清Lep与体重指数、脂肪百分比

[16]

断肿瘤的预后更有意义 . 可溶性VEGF不仅在

呈显著正相关, 肿瘤患者血清Lep水平下降, 其

肝癌组织中高表达, 外周血中也存在与疾病进程

低水平不能刺激食欲增加, 体重恢复, 提示肿瘤

[17]

一致的水平改变 .

患者的Lep反馈调节系统存在着功能缺陷. 本研

Lep作为脂肪细胞分泌的Ob基因的产物, 在

究结果显示, HCC患者血清Lep水平与BMI呈高

维持机体正常能量代谢平衡方面发挥重要的作

度正相关, 且HCC组和女性患者血清Lep水平显

用. Ockenga et al

发现, 肝硬化

著高于男性, 在扣除性别因素影响后, Lep仍与

患者的血清结合型瘦素浓度增加引起肝硬化患

BMI高度相关, 这与多数肿瘤患者的Lep水平, 肿

者的瘦素水平增高, 是反映肝硬化患者能量代谢

瘤患者与FAT含量呈高度正相关, 并与正常人一

异常的指标. 还有报道称酒精性肝硬化患者的血

致的结论相吻合 [26]; 在扣除B M I、年龄等因素

清瘦素水平升高, 并与性别有关[20-21]. 我们研究

后, Lep的性别差异明显(P <0.01), 女性Lep水平

发现, 肝硬化组血清Lep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这

约为男性的1-2倍. 此性别差异不仅与男、女脂

与Onodera et al

报道肝硬化患

肪含量和分布、下丘脑调节L e p的产生和脂蛋

者的血清Lep升高的结果一致. 还发现HCC患者

白脂酶活性的性别差异有关, 还与性激素有关,

其血清L e p水平显著低于肝硬化组和健康对照

睾酮可抑制肥胖基因的表达和Lep的产生[27]. 经

组, 而HCC患者血清VEGF水平明显高于肝硬化

分析确定B M I与FAT为协变量, 进行协方差分

和健康对照组(P <0.05), 但肝硬化组与健康对照

析显示, H C C组血清总L e p水平和男性患者血

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部分肝癌患者血清VEGF

清Lep水平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 F值分别为

水平在健康对照范围内, 且肝硬化组与HCC组

5.463(P <0.05)和16.251(P <0.01), 但女性患者血

有部分重叠. 因此, 血清VEGF含量正常不能排

清L e p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除HCC的诊断, 伴肝硬化者其含量升高对HCC

义. 这与张中书 et al [27]报道的男性癌症患者血清

的诊断应慎重. 但对疑诊为肝癌的患者, 其血清

Lep显著低于其正常对照, 而女性患者与其正常

VEGF升高有一定的提示作用. 在4例肝硬化血

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的结果一致. 提示HCC患者

清VEGF含量升高的患者中, 有1例于18 mo转化

L e p水平下降与其本人的营养不良和体内脂肪

为肝癌. 因此, 动态监测血清VEGF含量升高的

消耗过多有关. 还发现, 肝硬化组血清Lep水平显

肝硬化患者, 可能有助于肝癌的早期诊断.

著高于HCC组和健康对照组, 3组间均存在明显

和Widjaja et al

[18]

和王学清 et al

[22]

常实 e t a l

[15]

[19]

[23]

报道, 肝癌患者术前外周血

差异(P <0.05). 相对女性肝硬化而言, 男性患者增

侯振江, 等. 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leptin, VEGF和AFP表达的意义

高更显著; 营养不良组Lep水平明显低于非营养

理特征的相关性分析表明, 肿瘤的大小与VEGF

不良组, 且在男、女性结果一致. 这与体重下降

的表达呈正相关, 即随肿瘤体积的增大, VEGF

的肺癌患者, Lep水平很低甚至无法测出的结果

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小肝癌和大肝癌患者其血清

一致. 由于Lep与FAT呈高度正相关, 而FAT减少

VEGF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但AFP的

是癌性恶病质患者的明显特征, 血清Lep水平可

变化则无此现象;伴有远处转移及 Ⅲ、Ⅳ期的

反映机体的营养状况, 是诊断癌性恶病质的客观

患者其血清VEGF水平显著高于无转移和Ⅰ、

指标 , 因此血清Lep水平可作为判断HCC患者

Ⅱ期患者(P <0.01), 呈浸润型生长者也显著高于

BMI、营养状况及其病情变化的指标.

膨胀型生长者, 说明高水平的血清VEGF其预后

[26]

新生血管形成是实体瘤生长和转移的必备

较差. 有门脉癌栓和肝内外转移或复发的HCC

条件, 促血管形成因子的表达能促进肿瘤新生血

患者血清VEGF水平显著高于无门脉癌栓及无

管的形成, 为肿瘤的生长、浸润和转移创造条

肝内转移或复发的患者(P <0.01), 合并肝硬化患

件. 微血管密度(MVD)是反映肿瘤血管生成的金

者VEGF水平高于无肝硬化组(P <0.05). HCC患

标准, 不仅与肿瘤细胞的营养和给养有关, 而且

者其V E G F阳性表达随血清V E G F水平显著升

也反映肿瘤的浸润和转移能力. 李宏江 et al

发

高, 其上升幅度与有无门脉癌栓和肝内外转移以

现, 有复发和转移的乳腺肿瘤患者MVD和VEGF

及合并肝硬化密切相关. 提示随HCC病情进展,

的阳性率均明显高于无复发和无转移者, 提示

肿瘤负荷增加, 具有VEGF高表达的肿瘤组织释

两者在促进肿瘤生长和转移的作用上是一致的.

放更多的VEGF进入血循环, 导致VEGF在HCC

76.5%的肝癌组织表达VEGF mRNA, 在肿瘤内

组织中呈过表达. 进一步说明血清VEGF升高与

癌栓或包膜形成差的标本中VEGF mRNA水平

HCC的复发和转移有关.

[28]

显著高于肿瘤内无癌栓或包膜形成好者, 提示
VEGF 可能参与肝癌的浸润和转移

[29]

从68例HCC的TNM分期看, 随病情进展, 血

. 研究证

清VEGF水平逐渐升高, 但Ⅰ, Ⅱ期之间无差异,

实, HCC癌组织VEGF的表达与癌灶大小、镜下

当肿瘤发展到晚期, 尤其Ⅳ期患者血清VEGF水

[30]

. 表明HCC癌

平显著升高. 证实V E G F在H C C的组织生长中

组织中VEGF表达参与肿瘤微血管的形成, 并与

起重要作用, 复发组肝癌细胞分泌的VEGF急剧

肿瘤快速增长、肝内及远处播散转移密切相关.

增加, 血管形成加速, 结构和功能异常的血管增

黄清玲 et al

报道, 肝癌细胞Lep及其Ob-R表

多, 使肿瘤细胞更易侵入血管而出现转移. 血清

达与MVD呈正相关, 在肝癌的血管生成和转移

VEGF水平明显升高(>400 ng/L)及术后仍维持在

过程中可能起重要作用. 本研究发现, 68例HCC

高水平或再度升高者的HCC患者转移、复发率

中小肝癌和大肝癌的血清L e p水平(μ g/L)分别

明显升高, 这与Karayiannakis et al [33]报道90%的

为22.2±9.9和17.1±10.9,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肠癌患者术后血清VEGF未降至正常, 很快出

(P <0.01); 小肝癌的转移或复发率(47.4%, 9/19)显

现复发和转移的研究结果类似. 表明高水平的血

著低于大肝癌的转移或复发率(65.3%, 32/49), 转

清VEGF患者容易出现较早的复发和转移, 其预

移或复发组Lep水平与无转移或复发组之间差异

后较差、生存期较短. 因此动态监测血清VEGF

有显著性(P <0.01); 有门脉癌栓和肝内外转移者

水平可判断HCC的疗效, 并对复发和转移有预报

低于无门脉癌栓和无肝内转移者, 合并肝硬化患

作用.

癌栓及肿瘤TNM分期密切相关

[31]

者Lep水平高于无肝硬化组,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根据Lep调整患者的营养状况, 预防恶病质

(P <0.05). 随TNM分期的进展, 血清Lep水平逐渐

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价值. 通过提高Lep可阻止

降低, 但Ⅰ, Ⅱ期之间无差异, 当肿瘤发展到晚期

HCC的发生、发展, 为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尤其Ⅳ期)其血清Lep水平显著降低. HCC患者

预后开辟新途径. 通过阻断VEGF/VEGFR的通

随临床分期、病理分级和转移或复发其血清Lep

路, 抑制肿瘤血管的形成, 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

水平下降越明显. 这与Wallace et al

报道胃肠道

目的. 应用VEGF及其受体的单克隆抗体直接拮

肿瘤患者血清Lep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的结

抗VEGF或阻止VEGF与其受体的结合, 使VEGF

果一致. 进一步说明血清Lep降低与HCC的复发

成为阻断血管形成比较理想的靶点. 及时找到预

和转移有关.

示HCC无早期转移的指标, 可选择合理的治疗方

[32]

对68例HCC患者血清VEGF水平与临床病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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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肿瘤的侵袭性, 对侵袭性高的患者, 术前进行
辅助治疗, 可降低术后的复发率. 随着对HCC患
者VEGF表达研究的不断深入, 将对肝癌发生、

17

发展、治疗和转移机制的探讨提供依据, 为最终
征服肝癌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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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70, HSP90在结肠癌中表达及其和生物学行为的相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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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levels of HSP70 and HSP90 expression between the cancerous tissues, paracancerous tissues, and normal tissues (HSP70: 82.5%
vs 52.5% vs 25%, χ2 = 26.58, P = 0.000; HSP90:
72.5% vs 42.5% vs 22.5%, P = 0.000). The positive rates of HSP70 and HSP90 ha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with clinical staging of colon cancer
(HSP70: tau_b = 0.392, P = 0.006; HSP90: tau_b =
0.396, P =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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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heat
shock protein (HSP) 70 and 90 as well as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the biological behavior of colon
cancer.
METHODS: Specimen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cancerous lesions, paracancerous tissues (2 cm
away from cancer lesion) and normal mucosal
tissues of 40 patients with colon cancer after
colon resection. The expression of HSP70 and
HSP90 were detected using affinitive immunohistochemical technique. Meanwhile, Duke’
s staging for the 40 colon cancer patients was
analyz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www.wjgnet.com

CONCLUSION: HSP70 and HSP90 are overexpressed in colon cancer, which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biological behavior of colon cancer.
Key Words: Colon cancer; Heat shock protein 70;
Heat shock protein 90; Biological behavior
Chen Y, Ran ZH, Chen X, Zhu CQ, Xiao SD. Expression
of heat shock protein 70 and 90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biological behaviors of colon cancer.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33):3201-3205

摘要
目的: 探讨HSP70, HSP90在人结肠癌中的表
达情况及其和结肠癌细胞生物学行为的相关性.
方法: 结肠癌患者手术标本40例, 分别以癌组
织、癌旁2 cm组织和远离癌灶的正常黏膜组
织作为病例组和对照组. 用亲和免疫组织化学
技术方法检测HSP70和HSP90, 并收集该40例
患者的临床Duke's分期, 分析HSP70和HSP90
蛋白的阳性程度和结肠癌临床分期是否存在
相关性.
结果: 癌组织H S P70和H S P90的表达明显增
高, 癌组织、癌旁组织和正常黏膜组织三
组之间H S P70和H S P90表达率有明显差异
(HSP70: 82.5% vs 52.5% vs 25%, χ2 = 26.58, P
= 0.000; 72.5% vs 42.5% vs 22.5%, χ2 = 20.41,
P = 0.000); HSP70和HSP90蛋白的阳性程度
和结肠癌临床分期存在相关性(HSP70: tau_b

■背景资料

近年来我国结肠
癌的发病人数有
明显增多, 对结肠
癌的诊断及治疗
技术的提高显得
尤为重要, 而近年
的研究发现HSP
的高表达和肿瘤
的发生、发展之
间存在着联系, 对
HSP在结肠癌中
的表达情况的研
究可能对结肠癌
的诊断、预后以
及治疗均存在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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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目前对HSP的深
入研究在于: 其促
进肿瘤发生及转
移的机制的深入
探讨; 在肿瘤治疗
中HSP90的抗体
geldanamycin(格
尔德霉素)以及应
用反义寡核苷酸
技术抑制HSP70,
HSP90结合肿瘤
化疗、放疗或热
疗, 有些已在Ⅰ
/Ⅱ期临床试验;
而HSP-肽类复合
物可制成免疫疫
苗在肿瘤免疫治
疗中有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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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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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结肠癌细胞存在HSP70和HSP90蛋白的
过度表达, HSP70, HSP90和结肠癌细胞的生
物学行为存在相关性.
关键词: 结肠癌; 热休克蛋白70; 热休克蛋白90; 生
物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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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HSP70在结肠癌、癌旁组织及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情
况. A: 肿瘤组织; B: 癌旁组织; C: 正常结肠黏膜组织; D: 阴
性对照.

0 引言
近年来结肠癌的发病人数明显增多, 对结肠癌

酶保持1 h. PBS浸泡5 min×3次, 滴加DAB显色

的诊断及治疗技术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

剂保持1 min. 流水冲10 min, 放入苏木素染色剂

发现热休克蛋白(H S P)的高表达与肿瘤的发

中保持15-30 s. 流水冲10 min, 盐酸酒精分化. 流

生、发展关系密切, 其机制可能与增强了肿瘤

水冲10 min, 风干、封片、镜检. 阳性统计方法:

细胞抗凋亡能力有关, 且HSP可能与肿瘤的恶性

染色深度: 无色0分, 浅黄色1分, 棕黄色2分, 褐

程度及预后相关, HSP的抗体或反义HSP能增加

色3分; 靶组织染色百分比: 根据靶组织着色范

肿瘤细胞对治疗的敏感性, 为肿瘤的治疗提供

围随机取上、下、左、右、中各五个高倍视野,

了新的方向. 对HSP在结肠癌中的表达情况的研

<10%为1分, 11%-50%为2分, 51%-75%为3分,

究可能对结肠癌的诊断、预后及治疗均存在意

>75%为4分. 取上面五个数字得到平均值和颜色

义. 在HSP家族中HSP70, HSP90是拮抗细胞凋亡

深度的乘积得到最终积分: <2分为阴性, 2-4分为

的2种主要蛋白, 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

+, 4-6分为++, 6-9分为+++, 9-12分为++++.

我们探讨了HSP70和HSP90蛋白在结肠癌中的
表达情况及其和结肠癌生物学活性的相关性.

统计学处理 用R×2列联表c 2检验(S P S S)
分析H S P70, H S P90在癌组织、癌旁组织及正
常结肠黏膜组织表达的差异, 并从病史室得到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2002-11/2004-02仁济医院东部结肠
癌患者手术标本40例. 每例患者取癌组织、癌
旁2 c m组织及远离癌组织的正常肠黏膜组织

40位患者临床资料, 用Kendall等级计数相关分
析(SPSS)计算HSP70, HSP90阳性程度与肿瘤
Duke's分期的相关性. P <0.01有统计学意义.

各一块, 用亲和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对H S P70和

2 结果

HSP90蛋白进行检测. 一抗: anti-human HSP70,

2.1 HSP70, HSP90在结肠癌、癌旁组织及正常

HSP90 antibody购自美国Santa Cruz公司, 二抗:

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HSP70, HSP90在肿瘤组织的

UltraSensitive SP试剂盒及DAB显色试剂盒购自

胞质及胞核均有表达, 为弥漫性棕色染色颗粒,

福州迈新生物公司.

在40例结肠癌患者的肿瘤组织中阳性率分别达

1.2 方法 组织固定, 石蜡包埋, 切片. 烤片1 h脱

到82.5%和72.5%(图1A、图2A). 在癌旁组织中

蜡, 流水冲10 min, PBS浸泡5 min×3次, 滴加内

HSP70, HSP90主要表达在腺体及腺沟, 阳性率

源性过氧化物酶抑制剂保持10 min. PBS浸泡5

为52.5%和42.5%(图1B、图2B), 而在正常结肠

min×3次, 柠檬酸钠抗原修复缓冲液进行抗原

黏膜组织中, HSP70, HSP90表达为腺体周围散

微波热修复. 冷却到室温后再次PBS浸泡5 min

在棕黄色颗粒, 阳性率为25%和22.5%(图1C、图

×3次, 滴加非免疫动物血清保持30 min. 擦去血

2C). 结肠癌组织、癌旁组织及正常黏膜组织三

清后放置入冰箱4℃过夜. PBS浸泡5 min×3次,

组之间HSP70, HSP90表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滴加生物素标记第二抗体保持1 h. P B S浸泡5

(P <0.01).

min×3次, 滴加链霉素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物

2.2 HSP70, HSP90在结肠癌中的表达阳性程度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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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结肠癌患者按照Duke's分期和HSP70染色阳性程度
分类计数(n = 40)

B

Duke's分期

C

D

阳性程度(半定量)
-

+~++

+++

总计

A

3

5

0

8

B

3

10

1

14

C

1

9

3

13

D

0

3

2

5

总计

7

27

6

40

应用Kendall等级计数相关分析(SPSS): tau_b = 0.392, Sig . (2-

图 2 HSP90在结肠癌、癌旁组织及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情
况. A: 肿瘤组织; B: 癌旁组织; C: 正常结肠黏膜组织; D: 阴
性对照.

tailed) = 0.006, P <0.01.

表 2 结肠癌患者按照Duke's分期和HSP90染色阳性程
度分类计数(n = 40)

和Duke's分期的相关性 应用Kendall等级计数相
关分析(SPSS)提示结肠癌HSP70, HSP90的阳性
程度和Duke's分期存在相关性(表1-2), 即随着
肿瘤浸润逐渐加深, HSP70, HSP90的表达增加
(P <0.01).
3 讨论

Duke's分期

阳性程度(半定量)

总计

-

+~++

+++

A

4

4

0

8

B

5

9

0

14

C

1

10

2

13

D

1

2

2

5

11

25

4

40

总计

H S P是一组结构保守广泛存在的蛋白质, 根据
同源程度及分子量大小可分为HSP110, HSP90,

应用Kendall等级计数相关分析(SPSS): tau_b = 0.396, Sig . (2-

H S P70, H S P60, H S P40, 小分子H S P, H S P10

tailed) = 0.006, P <0.01.

(HSP60的辅因子)及泛素等亚家族[1]. 多年的研
究发现, HSP在细胞内能帮助其他蛋白质进行正

染色颗粒, 证明其在细胞核、细胞质均有表达.

确的折叠与重构, 并能把受损害的蛋白质递呈

在癌旁组织中其主要表达在肠黏膜腺体、腺沟

给蛋白酶进行降解 , 在保持细胞内的动态平衡

等部位, 可能与癌组织HSP70, HSP90的高表达

中起重要作用, 因此被称为分子伴侣, 近年的研

以及蛋白转运与分泌有关, 也有可能和癌组织

究提示, H S P的高表达能增强肿瘤细胞抗凋亡

周边存在的炎性反应环境有关, 曾有研究发现

[2]

[3]

能力, 使细胞生长抑制效应与死亡减弱 , 和肿

在炎性肠病组织中也存在HSP70等HSP的过度

瘤的发生、发展之间存在着联系. 在H S P家族

表达并起到细胞保护作用 [17]. 在正常肠黏膜中

中HSP70, HSP90是拮抗细胞凋亡的2种蛋白, 提

HSP70, HSP90即有一定表达, 提示其在正常细

示其可能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胞活动中亦有一定作用. 在癌组织, 癌旁组织中

曾有研究表明热休克蛋白家族中HSP70, HSP90

HSP70, HSP90的表达量均明显高于正常组织,

[4]

[5]

[6]

[7]

在肺癌 、乳腺癌 、卵巢癌 、食道癌 、骨
[8]

[9]

并且在癌组织中HSP70, HSP90的表达程度和结

肉瘤 及淋巴细胞白血病 等许多肿瘤发生、发

肠癌Duke's分期存在相关性, 即随着肿瘤浸润深

展中起作用, 其中也发现许多肿瘤中高表达的

度的增加, HSP70和HSP90表达增加, 提示其可

[10-14]

HSP与肿瘤的淋巴结转移存在相关性

.

能在结肠癌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本研究显示, 结肠癌组织的HSP70, HSP90

HSP70, HSP90在结肠癌组织中的高表达与

蛋白染色阳性率(分别达到82.5%和72.5%)显著

其具有拮抗肿瘤细胞凋亡的能力有关. 1990年

高于各自的癌旁组织(52.5%和42.5%)及正常结

代以来细胞凋亡在肿瘤发病学和治疗学上的意

肠腺体组织(25%和22.5%), 与既往研究发现结

义受到广泛重视. 细胞学研究发现, 肿瘤细胞能

肠癌组织存在HSF1(热休克因子1)、HSP70以

通过过度表达拮抗调亡的蛋白质而生存 [18]. 而

及H S P40的高表达相符合 [15-16]. 结肠癌组织中

HSP70, HSP90等能抑制调亡, 在许多肿瘤细胞

H S P70, H S P90阳性结果表现为弥漫性的棕色

中有过度表达, 并且与多种肿瘤的分级、预后

www.wjgnet.com

■创新盘点

HSP70, HSP90
在结肠癌中的表
达情况国内外
研究较少, 近年
发现HSP家族中
HSP70, HSP90是
拮抗细胞凋亡的
两种主要蛋白质,
可能与肿瘤的发
生、发展关系密
切, 故本次研究同
时选择这两种蛋
白, 并分析其与结
肠癌生物学行为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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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项研究结果提
示, HSP70, HSP90
的表达在结肠癌
发生、发展和转
移中发挥重要作
用, 其表达与结肠
癌的生物学行为
存在着相关性, 对
于研发药物来抑
制HSP70, HSP90
增加结肠癌细胞
对放疗、化疗及
热疗的敏感性提
供了理论依据,
且通过对HSP70,
HSP90的检测, 对
判断结肠癌患者
的预后具有意义.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年11月28日

第14卷

第33期

相关. 曾有研究发现在食道鳞状细胞癌中高表

复合物疫苗接种肝癌小鼠能提高其对肝癌细胞

达的HSP70与肿瘤细胞淋巴结转移, 淋巴管浸润

的免疫力, Mazzaferro et al [28]在29例结肠癌根治

存在相关性[19], 研究者建议HSP70能作为食道癌

术后肝转移的患者中接种HSP-多肽复合物疫苗,

术后患者的预后评价指标. Rashmi et al

发现

发现其能诱导CD8+ 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 限

HSP70的高表达与胃肠道肿瘤患者肿瘤细胞转

制原发瘤的复发及转移, 并且未发现严重的毒

移, 不良预后以及对放疗化疗的不敏感有关. 其

性反应. 也有研究发现高热对BGC-823人胃癌细

机制可能为HSP70能抑制细胞色素c释放AIF活

胞的杀伤作用明显, 而各加热组均可使BGC-823

化并能抑制caspases-3和caspases-9的活性, 从而

细胞高表达HSP70[29], 抑制HSP70能增加肿瘤细

促进肿瘤细胞的发生与发展. 也有研究表明在

胞对热疗的敏感性并可能降低肿瘤热疗的温

结直肠癌中H S P70可能与P53形成复合物从而

度[30], 以上的各种治疗方法在结肠癌的治疗均中

导致抑癌基因P53失活, 抑制肿瘤细胞凋亡 [21].

存在应用前景.

Beliakoff et al

[20]

[22]

发现在乳腺癌中高表达的HSP90

总之, HSP70, HSP90在肿瘤增生和转移过

与肿瘤的进展有关, 其机制与HSP90能够通过激

程中可以通过多个角度发挥促进作用. 本项研

活Akt并导致抑癌基因P53失活来抑制肿瘤细胞

究结果提示H S P70, H S P90的表达在结肠癌发

凋亡有关. 可见HSP70, HSP90能通过各种途径

生、发展和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 其表达与结

抑制肿瘤细胞凋亡, 促进肿瘤细胞的发生、发

肠癌的生物学行为存在正相关性. 对于研发药

展. HSP70, HSP90的高表达与结肠癌细胞的恶

物来干预和治疗结肠癌提供了理论依据, 且通

性增殖也密切相关. 肿瘤的形成过程中, 肿瘤细

过对HSP70, HSP90的检测, 对判断结肠癌患者

胞不断增殖, 合成代谢增强, 需要大量的HSP调

的预后具有意义.

节和稳定这一异常增殖过程, 而肿瘤组织生长
旺盛, 其增生的血管存在相对血供不足, 缺氧与
应激的细胞环境也反过来诱导了HSP的过度表
达. HSP70, HSP90的高表达一方面介导癌基因
及抑癌基因产物的构象成熟、跨膜转运, 另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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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热 休 克 蛋 白
(HSP): 是应激状
态下细胞产生的
保护细胞免受损
害的蛋白质, 在非
应激状态下在细
胞内亦有基本表
达, 研究表明HSP
能通过抑制细胞
凋亡起到细胞保
护作用, 而许多
肿瘤细胞也能通
过过度表达HSP
从而使肿瘤细胞
避免凋亡, 在HSP
家族中HSP70,
HSP90是拮抗细
胞凋亡的两种蛋
白质, 与肿瘤的发
生、发展关系密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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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REVIEW

中药复方辅助治疗肝外阻塞性黄疸的研究概况
张喜平, 仇凤梅, 倪 杰
■背景资料

在中医对肝外
OJ的诊疗方面,
很多专家都进行
过有关方面的研
究, 并且收到较
好的疗效,中药
复方有效治疗肝
外OJ的报道也
日渐增多. 在临
床上中医治疗肝
外OJ定位于辅
助治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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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保护和恢复肝功能等方面着手. 目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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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重点从这两方面讨论中药复方治疗肝外OJ

药复方辅助治疗肝外OJ的报道为数不少, 主要
通过消除病因及治疗并发症起到治疗作用, 本
概况.
1 病因的消除及与黄疸的同步治疗

摘要
肝外阻塞性黄疸(obstructive jaundice, OJ)主要
通过手术治疗, 有较高的围手术期并发症率
及手术病死率, 如能用中药复方辅助治疗, 能
够较好的降低手术带来的并发症发生率和病
死率. 本文从肝外OJ发病原因及相关并发症
着手, 阐述中药复方辅助治疗肝外OJ的现状
与进展, 多方面总结中药复方辅助治疗肝外
OJ的重要作用, 为更进一步的实验及临床研
究与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引起肝外OJ的主要病理因素为肿瘤、结石、炎

关键词: 肝外阻塞性黄疸; 中药; 复方

栀子、茵陈各15 g, 郁金、赤芍、金钱草、白花

症、损伤、畸形、寄生虫及其他少见因素. 治
疗肝外OJ的中药复方多包括解除病因和退黄两
类中药, 其中以排石药和退黄药组合的中药复
方最为常用. 排石减黄: 四金排石汤合茵陈蒿汤
加味(金钱草60 g、海金沙15 g、鸡内金15 g、
茵陈蒿30 g、山栀10 g、大黄10 g、柴胡20 g、
木香10 g、茯苓15 g)[3]; 大承气汤合四逆散加减
［生大黄、生甘草、芒硝(冲服)各8 g, 厚朴、枳
实、柴胡、木香(泡服)、海金砂(冲服)各10 g,
蛇舌草、丹参各20 g］ [4]; 其他验方(茵陈、金

张喜平, 仇凤梅, 倪杰. 中药复方辅助治疗肝外阻塞性黄疸的研
究概况.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33):3212-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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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草、海金砂、虎杖、大黄、柴胡、黄芩、枳
实、赤芍、甲珠、桃仁、玄胡、川楝子, 根据症
状加减)[5].

0 ��
引言
阻塞性黄疸(obstructive jaundice, OJ)是由于肝

2 并发症的治疗

内毛细胆管、小胆管、肝胆管或胆总管的机

胃肠道特别是十二指肠并返流入血, 肝外OJ发

械性狭窄或闭塞, 导致胆汁不能通过胆管排入

病时, 由于胆血屏障被破坏, 大量胆色素入血并

十二指肠反而流入血的一组常见疾病[1]. 由肝外

沉积于组织脏器中, 对组织细胞产生损害作用.

胆道梗阻引起的称为肝外OJ, 肝外OJ不是独立

此外, 由于胆汁不能流入消化道, 胆汁的肝肠循

的疾病, 只是一种征象, 是多种疾病的一种共同

环被阻断, 肠黏膜上皮细胞因失去或减弱胆汁酸

表现, 其主要特征是以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的

盐的刺激而减缓生长, 致肠道机械屏障功能障

[2]

各种原因引起肝外胆道梗阻, 胆汁不能正常进入

胆红素血症 . 肝外OJ病因若不能及时消除, 会

碍. 胆汁的肝肠循环受阻后, 肠道内微生态环境

进一步产生严重的并发症, 临床上此症患者病

发生改变, 大量致病菌失去胆汁酸盐的抑制而

死率高. 通常肝外OJ纯属外科性黄疸, 除了晚期

异常增殖, 使消化道免疫屏障功能被破坏, 致细

或有手术禁忌症外, 绝大多数患者须外科手术

胞及内毒素移位, 此时如不进行有效治疗则发

治疗, 有较高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及手术

生内毒素血症. 因此, 肝外OJ病因若不能及时消

病死率, 中药在此过程中主要起到辅助治疗作

除, 会进一步产生严重的感染性休克、胃肠道出

用. 针对肝外OJ的发病原因和机制及对机体的

血、肝脏损伤、肾功能衰竭继发病等并发症, 病

损害, 其治疗应从消除病因、解除梗阻、控制

死率高. 中药复方在肝外OJ并发症方面也能起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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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积极辅助的治疗作用.

护肾功能的作用[15]; 生脉注射液(人参、麦冬、

2.1 保护肝脏 肝外OJ时, 过多的胆盐潴留在肝

五味子)拮抗O J患者术后内毒素, 进而可降低

脏内, 使肝细胞质内游离钙持续升高, 影响细胞

TNF-α, IL-6, IL-8和ET水平, 同时他还可通过改

代谢, 激活了胞质中的磷脂酶和蛋白激酶, 进一

善微循环, 降低血液黏滞度, 纠正血液动力学紊

步激活钙离子依赖的核酸内切酶活性, 进而使

乱, 从而直接或间接的保护肾脏功能, 复方丹参

DNA降解为寡聚小体, 诱导细胞凋亡; 门静脉内

和生脉注射液合用也有类似作用[16-17].

毒素含量明显升高, 使ET升高, 继而使肝血流量

2.3 抗内毒素 肝外O J时, 肠道内胆盐缺乏, 使

下降, 导致肝细胞变性和酶漏出, 使组织氧自由

肠源性内毒素产生和吸收增加, 肝网状内皮系

基产生增加, 损伤组织细胞, 不同致病因素引起

统功能受抑, 内毒素溢入体循环, 形成内毒素

[6]

肝外OJ时肝功能不全 . 肝复康(由丹参、黄芪

血症, 进一步引起全身性的组织损伤坏死并发

等组成)通过拮抗钙内流、降低ET浓度而对肝外

症, 因此, 内毒素是引发OJ时各种并发症的重要

[7-8]

OJ所造成的肝功能损伤产生明显的保护作用

;

因素. 清泻剂(大黄、牡丹皮、芒硝、栀子、双

加味大柴胡汤(柴胡、黄芩、大黄、白芍、半

花、公英、黄芪、茵陈、地丁等十味中药)[18]、

夏、生姜、大枣、茵陈、金钱草)能通过缓解内

大承气汤(大黄30 g、厚朴10 g、枳实10 g、

毒素血症, 抑制氧自由基产生, 减轻脂质过氧化

芒硝10 g) [19-20]、茵陈蒿汤[茵陈蒿18 g、栀子

对肝的损害, 保护肝功能[9]; 小柴胡汤(柴胡、人

15 g(劈)、大黄6 g(去皮)]、大承气汤加味配复

参、黄芩、半夏、大枣、甘草、生姜)能降低门

方丹参注射液(丹参、降香)[21], 均能于局部充分

静脉压及转氨酶值, 改善肝功能[10]; 汉丹肝乐(汉

发挥其降解内毒素、减少机体吸收内毒素作用,

防己总碱、丹参、赤芍、黄芪、银杏叶等)具有

减少肠源性内毒素移位发生, 从而减缓或防止

糖皮质激素样退黄作用, 使尿胆红素转阴, 血清

肝外OJ的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黄疸指数降低, 血清结合胆红素和总胆红素浓度

2.4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肝外OJ术后早期采取结

降低, 具有恢复肝细胞功能, 减轻肝细胞损伤, 改

合中药等药物综合治疗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11]

;

加速黄疸消退, 从根本上改善了患者临床状况.

利胆退黄汤(丹参、黄芪、虎杖、柴胡、白花

大柴胡汤加减(柴胡12 g、黄芩9 g、人参6 g、

蛇舌草、白术、白芍)可增加胆汁量, 促使肝功

半夏9 g、炙甘草5 g、生姜9 g、大枣4枚、枳

善胆红素代谢障碍的作用, 并能降低死亡率

[12]

; 五味降酶汤

实9 g、赤芍9 g, 根据病证加减)治疗OJ疗效明

(五味子55 g, 党参35 g, 白术、三棱、黄芪、茯

显 [22], 对肝外O J患者血T细胞亚群免疫功能的

苓、莪术各15 g, 甘草10 g)能降低转氨酶, 治疗

恢复和TNF水平的下降, 能够改善肝外OJ患者

能恢复, 同时还有保护肝脏功效

. 针对肝外OJ时不同因素

细胞免疫功能[23-24]; 利胆扶正颗粒(茵陈、黄芪)

引起的肝损伤, 各中药复方通过不同作用途径达

联合血塞通注射液(三七皂苷)应用于肝外OJ患

到治疗作用, 促进肝功能的恢复.

者术后早期治疗, 可明显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加

2.2 保护肾脏 急性肾功能衰竭是肝外OJ患者常

速黄疸消退, 预防术后胆淤症的发生[25-26]; 中药

见死亡原因, 肾功能衰竭的发生与肝外OJ术后

清热利湿疏肝方[27](生大黄10 g、绵茵陈30 g、

并发肾功能紊乱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呈平行关系.

焦山栀10 g、软柴胡12 g、炒白术12 g、炒白

内毒素可引起肾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 激活肾素

芍12 g、枳壳9 g、当归12 g、广郁金9 g、茯

-血管紧张素系统, 提高血管对儿茶酚胺的敏感

苓12 g)、中药合剂(黄芪、党参、茯苓、女贞

性, 引起血管收缩, 肾脏缺血缺氧, 以致功能改

子、白芍、牛膝、土茯苓、黄芩、蒲公英各

变; 内毒素刺激网状内皮系统产生TNF过量, 同

15 g, 金银花9 g)能使 CD3, CD4, CD8及IL-2值

时花生四烯酸代谢加快, 前列腺素增多, 血栓素

明显下降[28]. 因此, 可以看出, 以上中药复方均具

亦明显增多, 使肾脏缺血缺氧更为严重, 导致不

有增强肝外OJ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 提高患者

可逆性肾功能衰竭. 舒胆合剂(茵陈、金钱草、

的抗病能力, 间接改善临床疾病症状.

大黄、元胡、木香、虎杖、陈皮、郁金)能明

2.5 综合治疗 肝外OJ的不同病因及复杂的并发

显降低血清内毒素、血清和肾组织ET水平, 明

症决定其中药复方的治疗并不是单纯的一个

OJ引起的肝脏损伤

[13]

[14]

显升高血清总蛋白和血清IgG, IgM , 升高血清

方面的临床处理, 而是几个方面或综合全面的

和肾组织NO, NOS活性、内生肌酐清除率、肾

有针对性的配伍给药治疗. 茵陈蒿汤(茵陈、栀

皮质血流量, 有抗内毒素作用, 并通过减少体内

子、大黄) [29]、清肝利胆退黄汤加减(茵陈、柴

ET水平来降低体内ET水平, 升高NO水平起到保

胡、郁金 、山药、丹皮 、茯苓、陈皮, 随证加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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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述从多方面
总结了中药复方
辅助治疗肝外OJ
的作用与机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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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临床研究与临
床应用提供理论
依据.

3214
■同行��
评价

本文综述了有关
方面有价值的报
道, 比较客观的阐
述了中药复方制
剂在肝外OJ辅助
治疗领域中, 所显
示的良好疗效, 对
临床医生确实能
起到指导作用, 有
较高研究价值.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减)[30]、茵栀黄注射液(茵陈、栀子、黄芩)[31]三
者都有利胆、抗炎、保护肝脏、提高免疫能力
等治疗作用, 而且茵栀黄注射液通过胆道冲洗
能直接去除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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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10

总之, 中药复方治疗肝外OJ主要从消除病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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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治疗并发症着手. 各种机械梗阻因素导
致肝外OJ时, 胆盐反流入血而不能进入肠道, 肠
道内细菌繁殖, 内毒素释放增多, 灭活减少. 同
时肠黏膜屏障功能受损, 细菌和内毒素易进入
血液循环, 加之肝脏网状内皮系统清除功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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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肝脏清除内毒素的能力下降, 势必造成内毒
素血症. 而内毒素血症又可进一步诱导机体免

15

疫抑制和胃肠黏膜、肝脏等组织脏器损伤, 从
而造成恶性循环. 中药复方治疗肝外OJ主要通

16

过阻断O J对机体损伤的其中一个或多个环节,
从而达到去除OJ病因或缓减、治疗严重的并发

17

症的作用. 以上中药复方在临床上对OJ的用药
多数为术后的促进治疗, 有助于巩固手术疗效
和防止OJ手术并发症的发生和加重, 但也有个
别在术前进行中药复方治疗, 无论术前还是术
后给以中药复方治疗, 其目的都是为手术的治
疗做好准备和巩固手术疗效. 并且依据肝外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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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梗阻因素, 肝外OJ的治疗则主要以手术治
疗为主, 但是配合中药治疗则具有更佳的疗效.

21

因此, 中药是治疗肝外OJ围手术期的重要辅助

22

措施之一. 中药复方对肝外OJ的治疗作用范围
的局限性及作用机制的不明确, 限制了中药复

23

方更广泛的使用. 因此, 需待进一步的通过实验
及临床研究来填补这个空缺, 从而促进中药的

24

临床应用和推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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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基因C-erbB-2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与浸润转移的
相关性
李 巍, 田素礼, 李 季

■背景资料

C-erbB-2, 又称
Neu或HER-2是人
类癌基因之一. 他
是Shih在1974年
从大鼠神经母细
胞瘤和胶质母细
胞瘤分离出来. 研
究表明, 他与多种
肿瘤的发生、发
展和预后密切相
关, C-erbB-2在肿
瘤中的表达及其
与肿瘤临床生物
学行为和预后的
关系正受到人们
日益密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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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oncogene
C-erbB-2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cal technique
(SP)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oncogene C-erbB-2 in 69 cases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and its corresponding tissues from
patients received curative resection�.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C-erbB-2 was
mainly found in cell membrane and cytoplasm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tissues with a positive
rate of 65.2% (45/69),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tissues of benign tumor
(2/20, P < 0.05). The positive rate of C-erbB-2
expressio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olorectal cancer (65.2%) and its surrounding tissues (mesenteric: 47.8%, normal cancer-adjacent:
30.4%, distant resection margin: 13.0%; all P <
0.05). The expression of C-erbB-2 was signifi-

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gross morphology,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umor cells, clinical staging
(Dukes staging)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P <
0.05), but not with the age, sex of patients, tumor
location and size, as well as distant metastasis
(P > 0.05). The expression of oncogene C-erbB-2
in the mesenteric margin and cancer-adjacent
tissues was markedly different between routine
histolog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P < 0.05).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of C-erbB-2 gen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umor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and it is a
marker in evaluating the prognosis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Key Words: C-erbB-2; Colorectal carcinoma; Immunohistochemistry; Invasion; Metastasis
Li W, Tian SL, Li J. Expression of ontogene C-erbB-2
and its correlations with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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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癌基因C-erbB-2在结直肠癌中的表
达及其与局部浸润和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69例原发性结
直肠癌患者根治性手术切除的癌组织及周围
组织中C-erbB-2的表达.
结果: C-erbB-2基因主要为细胞膜及胞质内
表达. 结直肠癌组织中C-e r b B-2阳性表达率
为65.2%(45/69), 而在结直肠良性肿瘤中仅有
2例表达(2/20), 两者存在显著差异(P <0.01);
其阳性表达率在结直肠癌组织(65.2%)及周
围组织(系膜组织47.8%、癌旁组织30.4%、
远端切缘组织13.0%)中有显著差异(P <0.05);
其表达与肿瘤大体类型、肿瘤细胞分化程
度、临床分期(D u k e s分期)及淋巴结转移关
系密切(P <0.05), 而与结直肠癌患者年龄、性
别、肿瘤部位及大小和远处转移无明显关系
(P >0.05); C-erbB-2在系膜组织及癌旁组织中
www.wjgnet.com

李巍, 等. 癌基因C-erbB-2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与浸润转移的相关性

的表达证实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同常规病理检
测比较有显著差异(P <0.05).
结论: C-erbB-2在结直肠癌中阳性表达与肿
瘤浸润转移密切相关, 可作为预测预后的
指标.
关键词: C-erbB-2; 结直肠肿瘤; 免疫组织化学; 浸
润; 转移
李巍, 田素礼, 李季. 癌基因C-e r b B-2在结直肠癌中

剂盒购于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2 方法 采用SP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操作步骤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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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B S代替一抗作阴
性对照. 实验组于手术结束时, 立即将新鲜切除
的手术标本平铺无菌单上, 在肿瘤对侧纵向剖
开肠管, 无菌生理盐水洗净. 牵拉标本使其处于
无张力状态, 避开缺血及坏死区, 分别在癌组织

的表达及与浸润转移的相关性.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Ⅰ)、结直肠远端切缘组织(Ⅱ)、结直肠系膜组

2006;14(33):3206-3211

织(Ⅲ)、癌旁组织(距癌3 cm处)(Ⅳ); 对照组分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3206.asp

别在良性肿瘤组织(Ⅰ')、远端切缘组织(Ⅱ')、
系膜组织(Ⅲ')、肿瘤旁组织(Ⅳ')各切取1 cm×

0 引言

1 cm组织. 切取物分别置入40 g/L甲醛溶液固定,

结直肠癌是消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 占消化道

常规石蜡包埋, 4 μm厚连续切片. 同时测量肿瘤

肿瘤的第二位. 随着近年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大小, 观察大体分型, 记录患者临床资料后病变

从而明确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是多个抑癌

组织送常规病理检查及C-erbB-2免疫组化SP法

[1]

基因与原癌基因改变的多阶段形成的过程 .

检测.

C-erbB-2, 又称Neu或HER-2是人类癌基因之一.

结果判定标准: C-e r b B-2阳性为细胞质或

他是Shih在1974年从大鼠神经母细胞瘤和胶质

细胞膜染色呈棕黄色, 为减少主观片面性, 每例

母细胞瘤分离出来[2]. 研究表明, 他与多种肿瘤

分别有两人各自阅片, 然后核对所得结果, 获得

[3]

的发生、发展和预后密切相关 , C-erbB-2在肿

共识. 以阳性细胞数为基础, 结合细胞染色强度,

瘤中的表达及其与肿瘤临床生物学行为和预后

定出抗原的表达强度, 在显微镜下(×400)计数

[4-10]

. 肿瘤浸

至少5个随机视野, 取平均值. 阳性细胞比例<5%

润转移是恶性肿瘤的主要特征之一, 在临床上,

为(-), 5%-25%为(+), 26%-50%为(++), ≥51%为

肿瘤的浸润和转移是直接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

(+++).

的关系正受到人们日益密切的关注

因素. 本研究用免疫组化法探讨癌基因C-erbB-2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0.0统计分析软件包

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与肿瘤浸润转移的

处理, 数据统计采用χ 2 检验, P <0.05有统计学

关系.

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2 结果

1.1 材料 2005-06/2006-01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2.1 C-erbB-2的表达 C-erbB-2在癌组织中的表

属第二医院行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69例,

达与良性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存在显著差异(χ2 =

男51例、女18例; 年龄30-86(平均60.3)岁, 直肠

18.97, P <0.01), 说明C-erbB-2在结直肠癌组织中

癌27例、结肠癌42例, 其中回盲部癌3例, 升结

的表达有较高特异性. 实验组其他组织中也同
验组其他组织中也同

肠癌3例, 结肠肝曲癌12例, 横结肠癌3例, 结肠

样检测出C-erbB-2的存在, 且各组织中C-erbB-2

脾曲癌3例, 降结肠癌7例, 乙状结肠癌8例, 结肠

的阳性表达率存在显著差异(χ2 = 43.813, P <0.01,

多源发癌3例; 溃疡型33例, 肿块型24例, 浸润型

表1).

12例; 高分化腺癌12例, 中分化腺癌36例, 低分

2.2 C-erbB-2表达与临床病理的关系 结直肠癌

化腺癌及黏液腺癌21例; Dukes A期12例, B期30

组织中的C-erbB-2表达与患者年龄、性别、肿

例, C期24例, D期3例. 所有患者术前均未接受化

瘤部位及大小、远处转移无明显关系(P >0.05),

疗、放疗或其他针对肿瘤的治疗. 经过常规术

而与大体分型、肿瘤细胞分化程度、淋巴结转

前准备, 行结直肠癌根治术. 所有病例术后均经

移及临床分期密切相关(P <0.05, 表2).

病理证实为结直肠腺癌, 并选取结直肠腺瘤(息

2.3 常规病理和C-e r b B-2表达比较(表3) 本实

肉)须经手术治疗患者20例作为对照组. 一抗鼠

验组69例结直肠癌患者系膜组织(Ⅲ)经常规病

抗人C-erbB-2抗体和UltraSensitive
www.wjgnet.com

TM

SP超敏试

理检查观察到27例系膜淋巴结转移, 转移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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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癌基因C-erbB-2
(HER-2)在乳腺
癌中的研究比较
深入和透彻, 在
此基础上使得
C-erbB-2癌基因
蛋白成为乳腺癌
治疗中特异性细
胞毒性药物的
一卓越有效的
靶目标, 赫赛汀
(herceptin)应运而
生并成功应用于
乳腺癌患者. 而
其在其他肿瘤尤
其在结直肠癌中
的表达及与浸润
转移、预后的关
系报道较少. 因
为C-erbB-2广泛
分布于皮肤、肌
肉、骨、涎腺、
乳腺、胃、肠、
肺及卵巢等组织
脏器中, C-erbB-2
具有较广泛的
普遍性, 近几年
来, 国内外学者
从不同角度广泛
研究了癌基因
C-erbB-2在肿瘤
细胞中的激活和
过表达与肿瘤的
发生、发展及预
后的关系, 以期其
为其他肿瘤的诊
断、鉴别诊断、
基因治疗、免疫
治疗以及同肿瘤
患者预后关系的
探讨开辟了新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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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目前大多数的报
道多为C-erbB-2
阳性表达与结直
肠癌患者的临床
资料的单纯讨论
而缺少对结直肠
浸润和转移的解
释, 取材的部位大
多数为癌和正常
组织而未在癌组
织周围组织(癌旁
组织和系膜组织)
取材, 本研究取
材部位上更加确
切, 分别在癌旁组
织和系膜组织取
得标本, 能更好的
说明癌的浸润和
转移, 通过精确取
材、减少实验步
骤, 降低了假阳性
和假阴性的发生
率, 提高了实验的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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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结直肠系膜C-erbB-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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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组织中C-erbB-2的表达情况

阳性表达33例, 阳性表达率为47.8%. 包括常规
病理阳性27例, 并且这27例患者C-erbB-2的表
达均呈阳性(++)和强阳性(+++). 在C-erbB-2免
疫组织化学染色阴性的系膜中常规染色无一阳
性. 应用C-erbB-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比常规病理
组织学染色能够发现更多的系膜转移(
的系膜转移(
系膜转移(χ2 = 4.167

P <0.05); 69例结直肠癌患者癌旁(距癌3 cm)组织

组织

C-erbB-2免疫组化 合计 阳性
-

+ ++

+++

n

率(%)

(Ⅰ)

24 18 18

9

69

65.2b

(Ⅱ)

60

9

0

0

69

13.0

(Ⅲ)

36 33

0

0

69

47.8

(Ⅳ)

48 15

6

0

69

30.4

经常规病理检查未观察到癌细胞而只观察到腺
体中至重度不典型增生, 而癌旁组织C-erbB-2免

(Ⅰ')

18

2

0

0

20

10.0

(Ⅱ')

20

0

0

0

20

0

(Ⅲ')

20

0

0

0

20

0

(Ⅳ')

20

0

0

0

20

0

例、阳性6例, 阳性表达率为30.4%, 两者差异显

P值

实验组

对照组

疫组织化学染色阳性表达21例, 其中弱阳性15

2

χ

43.813 <0.01

6.154 >0.05

著(χ = 19.05, P <0.005).
2

2
b
c = 18.97, P <0.01 vs (Ⅰ').

3 讨论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 肿瘤浸润转移具有遗传
物质基础, 受基因调控, 是由基因表达发生改
变所致. C-erbB-2, 又称Neu或HER-2, 是目前研
究较多的、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相关的癌基
因之一, 属于Src基因家族的成员. 后经证实人
的HER-2, Neu, C-erbB-2为同一基因, 均定位于
人染色体17q21区带[11], 是一个有别于表皮生长
因子受体(ERGF)基因(C-erbB-1, HER-1/Neu).
C-erbB-2与EGFR具有高度同源性, 两者在肿瘤
的发生和生物学行为等方面可能存在协同作
用 [12-13], 且此协同作用主要取决于C-erbB-2 [14],
C-erbB-2基因表达产物是一种具有受体酪氨酸
激酶(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RTK)活性的跨膜
糖蛋白, 由约1255个氨基酸构成, 相对分子质量
为185 kDa, 故称P185. 该基因扩增或过表达出
现于某些肿瘤组织中, 参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
过程, 并与患者预后有关

[15]

. 通过分析肿瘤细胞

中C-erbB-2基因在DNA, mRNA或其产物的不
同水平上质和量的变化与肿瘤侵袭转移表型之

基础上使得C-erbB-2癌基因蛋白成为乳腺癌治
疗中特异性细胞毒性药物的一个卓越有效的靶
目标[22], 赫赛汀(herceptin)应运而生并成功应用
于乳腺癌患者. C-erbB-2检查已经常规用于乳腺
癌转移的患者的甄别, 以期用赫赛汀针对性基
因免疫治疗[23].
C-erbB-2基因在结直肠癌中的阳性表达率
国内外文献报道不一. 周志伟 et al [24]报道为52%,
而高凤兰[25]报道为80%, Baxevanis et al [3]报道高
达90%, 本研究实验组C-e r b B-2在癌组织中的
阳性率为65.2%, 其表达与对照组良性肿瘤组织
中的表达存在显著差异(χ2 = 18.97, P <0.005), 而
在结直肠癌周围相关组织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
达, 他们之间差异显著(P <0.05), 说明C-erbB-2
在结直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有较高特异性, 并提
示可能参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 肿
块型、溃疡型、浸润型肿瘤C-erbB-2阳性表达
率分别为45.8%, 69.7%, 91.7%, 三者的阳性表达

间的相关性, 或通过基因转染使转染肿瘤细胞

率依次上升, 两两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 <0.05).

获得转移能力的实验, 已证明该基因与肿瘤转

原因可能是肿块型主要为膨胀性生长, 周围的

移相关 [16]. C-erbB-2在正常情况下处于非激活

纤维组织增生可阻挡癌的局部浸润, 而溃疡型

状态, 参与细胞生长、分化的调节, 当受到体

与浸润型多呈浸润性生长, 侵袭力强, 易侵犯黏

内外各种致癌因素的作用后, 其基因结构或表

膜下, 而黏膜下组织相对比较疏松, 淋巴组织比

达调控失调而被激活导致细胞无序生长、运

较丰富, 更有利于癌细胞的直接浸润和淋巴转

动、浸润、转移. 具有肿瘤转化活性. 研究表明,

移; Dukes A, B, C, D期C-erbB-2阳性表达率分

C-erbB-2的过表达与上皮细胞恶性转化直接相

别为33.3%, 66.7%, 75.0%, 100.0%. 随着Dukes

[17]

[3]

关 . 已有文献报道C-erbB-2基因在乳腺癌 、
[3]

[3]

[3]

卵巢癌 、胰腺癌 、结直肠癌 、非小细胞肺
[18]

[19]

[20]

分期的增加阳性表达率依次增高, 两两之间差
异显著(P <0.05), 说明肿瘤浸润肠壁越深, 癌

、前列

组织中C-erbB-2阳性表达率越高, 临床分期与

腺癌 等多种肿瘤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 在此

C-erbB-2阳性表达率呈正相关; 在有淋巴结转

癌

、膀胱癌

[21]

、胃和食管下段腺癌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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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应用要点

C-erbB-2在结直肠癌组织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的关系

临床病理

n

C-erbB-2免疫组化染色结果

阳性率

-

+

++

+++

(%)

6

9

6

6

77.8

2

χ

P

3.085

>0.05

0.022

>0.05

0.041

>0.05

0.513

>0.05

7.968

<0.05

7.800

<0.05

8.018

<0.05

5.172

<0.05

1.673

>0.05

本研究应用免疫
组织化学染色方
法对结直肠癌患
者系膜内及癌旁
组织中肿瘤相关
癌基因C-erbB-2
进行了检测, 发现
C-erbB-2阳性的
结直肠癌更具侵
袭性、易转移、
预后差. 应用免疫
组织化学染色方
法能够提高临床
分期的准确性, 对
判断患者预后、
癌前病变及早发
现、肿瘤切除范
围、指导术后辅
助治疗具有重要
意义.

年龄(岁)
<60
≥60

27
42

18

9

12

3

57.1

男

51

18

9

18

6

64.7

女

18

6

9

0

3

66.7

结肠

42

15

12

12

3

64.3

直肠

27

9

6

6

6

66.7

肿瘤大小
<3 cm

21

6

6

9

0

71.4

≥3 cm

48

18

12

9

9

62.5

肿块型

24

13

6

3

2

45.8

溃疡型

33

10

9

9

5

69.7

浸润型

12

1

3

6

2

91.7

大体分型

分化程度
高分化腺癌

12

0

9

2

1

中分化腺癌

36

15

9

8

4

100
58.3

低分化-黏液腺癌

21

9

0

8

4

57.1

Dukes
A

12

8

2

1

1

33.3

B

30

10

9

8

3

66.7

C

24

6

6

8

4

75.0

D

3

0

1

1

1

100.0

淋巴结转移
有

27

5

6

10

6

81.5

无

42

19

12

8

3

54.8

远处转移
有

3

0

1

1

1

100.0

无

66

24

17

17

8

63.6

移与无淋巴结转移比较有显著差异(P <0.05), 说
明C-erbB-2癌基因的活化在癌细胞局部浸润肠

表 3 系膜及癌旁组织常规组织病理检查与C-erbB-2免
疫组织化学检查的对比

壁至淋巴结转移的过程中起着一定作用, 参与
结直肠癌发生和发展, C-erbB-2阳性表达的结直
肠癌具有更强的浸润、转移能力, 预后差; 肿瘤

免疫组化
阳性

常规病理法

合计

阳性

阴性

27 (0)

6 (21)

33 (21)

细胞分化越差, 癌组织中C-erbB-2的阳性表达

阴性

0 (0)

36 (48)

36 (48)

率越低, 阳性表达强度越强, 高、中、低(黏液

合计

27 (0)

42 (69)

69 (69)

腺癌)分化腺癌其表达率依次为100.0%, 58.3%,
57.1%, 两两之间差异显著(P <0.05); 其阳性(++

2
c = 4.167(19.05), P <0.05(0.005).

和+++)表达强度依次升高, 分别为25.0%(3/12),
33.3%(12/36)和57.1%(12/21), 这与李晓杰 et al [26]

基因不是影响结直肠癌预后的主要因素 [28], 而

报道相一致, 而与黄文 et al [27]报道不同, 这可能

Ross et al [29]和许天文 et al [30]认为, C-erbB-2表

与C-e r b B-2基因表达调控有关, 有待进一步

达水平对结直肠癌的预后有重要价值. 临床上

研究.

结直肠癌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术后局部复

关于C-e r b B-2基因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

发和远处转移, 这与恶性肿瘤局部浸润和转移

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 C-e r b B-2癌

密切相关. 我们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对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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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 癌旁组织: 是
在距离结直肠癌
组织3 cm处的移
行黏膜组织(TM),
是一些非典型增
生的癌前病变, 具
有向癌组织分化
的潜在趋势, 是癌
细胞向周围局部
浸润的主要组织.
2 系膜组织: 是结
直肠癌组织所在
区段相对应的远
端系膜, 系膜中有
丰富的淋巴组织,
是结直肠癌淋巴
转移中所经过的
主要组织.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结直肠癌患者系膜内及癌旁组织中肿瘤相关
癌基因C-erbB-2的检测比常规病理检测方法能
够发现更多、更早的系膜转移和局部浸润, 说
明癌细胞向癌旁及系膜组织浸润和转移的过
程中, 存在P185的微绒毛和伪足, 可使肿瘤细

9
10
11

胞通过正常组织向癌周围相关组织浸润和转
移, 同时癌细胞分泌出多种表皮生长因子, 来诱
导癌组织周围相关组织细胞异常增殖. 而P185
是一种受表皮生长因子调节的受体, 从而激活
C-erbB-2. 所以, 在癌旁及系膜组织常规病理检
查未发现肿瘤细胞时, 已有C-erbB-2的阳性表
达. C-erbB-2阳性的结直肠癌更具侵袭性、易转

12

13

移、预后差.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能够

14

提高临床分期的准确性, 对判断患者预后、癌

15

前病变及早发现、肿瘤切除范围、指导术后辅
助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C-erbB-2在结直肠癌中阳
性表达与肿瘤浸润转移密切相关, 作为临床上

16

一个预测结直肠癌预后的指标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
在本实验中, 对远端切缘组织(Ⅱ)进行检测
时, 发现常规组织学检查在(Ⅱ)中未见癌细胞存

17

在, 但免疫组化法检测C-erbB-2弱阳性结果有9
例, 这9例中6例是低位直肠癌患者, 3例是结肠
多源发癌, 能否说明存在结直肠癌的微转移灶,

18

尚需进一步对组织C-erbB-2进行定量分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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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干扰Survivin基因治疗大肠癌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张志宏, 韩盛玺

张志宏, 韩盛玺,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 四川省成都市 610041

形成RNA介导的基因沉默复合物(RNA-induced

通�����
讯����
作者��: 张志宏, 610041, 四川省成都市西一环32号, 四川省
医学科学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zhang-821@21cn.com
电话: 028-66304892
收稿日期����������������
: ��������������
2006-09-10 ����������������
接受日期������������
: ����������
2006-10-09

开双链siRNA, 后者通过解开的反义链与siRNA

silencing complexes, RISC); (2)RISC中螺旋酶解
具有高度互补序列的靶信使R N A(m e s s e n g e r
RNA)结合, RISC切割降解与siRNA序列互补的

摘要
Survivin(生存素)作为IAP家族成员之一, 被认
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强的凋亡抑制因子.
以siRNA干扰Survivin的表达靶向观察其对大
肠癌细胞基因的表达及对肿瘤细胞增殖和凋
亡的影响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mRNA, 从而引起特定基因的沉默. 其主要特点

关键词: Survivin; siRNA干扰; COX-2抑制剂

可促进大量同源mRNA的降解, 与寡脱氧核苷

包括: (1)高特异性: siRNA只能特异性的降解同
源性mRNA, 对siRNA其他种类基因的表达不
受影响. Wohlbold et al [3]证明用siRNA能有效沉
默异常BCR-ABL融合基因表达, 而不影响正常
c-BCR和c-ABL的转录; (2)高效性: 少量dsRNA
酸(oligodeoxyribonucleic acids, ODNs)比较其最

张志宏, 韩盛玺. RNA干扰Survivin基因治疗大肠癌作用机制的
研究进展.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33):3215-3218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3215.asp

大抑制浓度(IC50)低100-1000倍[4-5], 并且作用时
间延长 [6] , 同时有研究证明通过电穿空、局部
注射或静脉注射 [7]的方法已经成功将化学合成
的siRNA、表达siRNA的质粒以及病毒等导入

0 引言
小干扰RNA片段(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

哺乳动物, 并不引起全身非特异性反应用 [4,8-9].
2004年美国FDA已经批准将经过修饰的siRNA

对目的基因Survivin的干扰是否对相应的基因和

进行临床新药实验, 用于治疗与年龄相关的黄

蛋白质的表达产生影响, 从而干扰细胞的增殖

斑退行性改变的患者[8]. 总之, RNAi作为研究基

和凋亡.

因功能的一种重要和常用的技术, 已经广泛用
于基因组的研究和临床疾病包括病毒感染、显

1 RNA干扰及其作用机制
RNA干扰(RNA interference, RNAi)是指由小
片段的双链R N A分子介导的生物细胞内同

性遗传疾病, 尤其是肿瘤的治疗研究, 有着广阔
的前景和应用潜力.

源基因的特异性转录后基因静默现象(p o s t-

2 Wnt信号传导通路的作用机制

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最早报道见于

目前在我国, 大肠癌作为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

1990年, 但直至1998年, Fire et al [1]首次将正义

其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但是由于其

链和反义链的R N A混合物-双链R N A(d o u b l e

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 使人们对其病因、发病

stranded RNA, dsRNA)注入线虫, 结果诱发出

机制的研究兴趣日益增加. 而防治肿瘤的关键

比单独注射正/反义链强10倍以上的基因静默

在于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和抑制其无限增殖.

[2]

现象, 而且在其后代亦可产生同样应答 , 自此

目前认为在结肠癌变发生、发展的多个环节中,
、发展的多个环节中,
发展的多个环节中,

激励许多实验室从事大规模的基因组筛选研究

Wnt信号传导通路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其通路

以阐明基因功能. 其作用机制分为如下二个阶

中的多个成员如APC, b-catenin, cyclinD, c-myc,

段: (1)长链的双链RNA进入细胞; 在细胞胞质

Survivin, PTEN等在结肠癌变的过程中均出现异

内的核酸酶-Dicer的作用下, dsDNA被切割成

常改变. APC(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属于抑

21-23 bp的siRNA; 后者(包括外源性合成的和内

癌基因的一种. 生理环境中的APC基因既可以自

源性表达的s i R N A)均可与一些功能蛋白结合,

身聚合(即同源寡聚体化), 也可与b-catenin等蛋

www.wjgnet.com

■背景资料

RNA干扰是由小
片段的双链RNA
分子介导细胞内
同源基因的静默.
其可产生的效果
较单独注射正/反
义链强10倍以上.
Fire et al 的研究结
果激励许多实验
室从事大规模的
基因组筛选研究
以阐明基因功能.

3216
■应用要点

了解APC(COX-2),
Survivin及PTEN
之间表达的相
关性, 以及用
NSAIDs制剂及
特异性RNAi干扰
Survivin的表达,
了解其可能对大
肠癌细胞增殖和
凋亡的影响, 为进
一步阐明其作用
机制和为防治大
肠癌提供理想的
方法和途径有着
十分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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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结合, 从而参与调节细胞的黏附、细胞周期

分别为63.05%和29.1%, 有着显著差异. 同时发

进程和细胞的凋亡等过程. 病理条件下, 发生突

现在Dukes分期Ⅱ期的患者中, Survivin阳性的

变的APC基因一方面可以干扰细胞与细胞间以

患者5 a存活期为44.8%, 而阴性者则为94.4%, 提

及细胞与间质组织间的相互作用, 从而导致细

示其阳性表达对疾病的预后有着重要影响[16]. 同

胞的异常增生; 另一方面可导致APC与b-catenin

样在其他肿瘤如宫颈癌[17]和乳腺癌[18]中的高阳

复合物的解体, 游离的b-catenin可以结合于转录

性率的表达也认为与肿瘤细胞的低分化呈正

因子TCF/LEF-1, 引起靶基因c-myc的激活, 使细

相关, 而与预后呈负相关. 其主要作用机制可

胞无序分裂而不死亡, 从而造成细胞的无序增

能与以下几点相关: (1)凋亡途径的上游启动酶

[10-11]

, 这也提示APC基

有内源性caspase-9和外源性caspase-8, 下游的

因的失活是大肠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执行酶有caspase-3和caspase-7等. Survivin可直

生, 最终导致肿瘤的形成
[12]

. 此外, 研究证实在腺瘤向腺癌进

接与激活的caspase-3和caspase-7结合而抑制其

展的各个阶段, APC基因的失活率相似, 均大于

活性, 阻止由caspase激活剂或凋亡诱导剂诱导

80%, 这说明APC基因失活发生在癌变的初始阶

的细胞DEVD-cleaving自杀酶的累积, 从而起

关键的分子

.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一些独立的修饰基因

到抑制细胞凋亡的作用[19-20]; (2)也有研究认为,

(指能够修饰一个突变基因的表现形式, 而对正

Survivin通过与线粒体释放的凋亡前蛋白, 天冬

常状态无明显影响的一些基因位点)能够在很大

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二级活化物(second

程度上影响APC基因的突变后果, 而COX-2正是

mitochondria-derived activator of caspase,

作为APC的一个修饰基因位点对后者的表达发

SMAC)结合, 间接抑制caspase-9依赖的细胞凋

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Kim et al [14]证实Survivin是

亡信号传导或通过Survivin的Thr34磷酸化后直

APC/TCF-4/b-catenin的下一个靶点, 由于TCF-4

接与caspase-9结合抑制其活性, 阻断caspase-9依

段

[13]

的结合位点是在S u r v i v i n转录增强子区域中,

赖的细胞凋亡信号传导 [21-22]; (3)通过竞争性与

TCF-4/b-catenin信号通路的激活会导致Survivin

CDK4/P21结合, 激活cdk2/cyclin E, 介导pkb磷

的表达显著上升. 与Survivin相反, 作为抑癌基因

酸化, 促进S期进程, 同时从CDK中释放出P21,

的PTEN与Survivin均参与细胞周期的调控和细

与procaspase-3形成复合物, 抑制caspase-3的

胞凋亡的发生, 作用环节一致, 而生物学效应相

活性 [23]; (4)通过其细胞周期调节作用, 使肿瘤

反, 在肿瘤中的表达常常减少或缺失[15]. 总而言

细胞逃避细胞周期G2/M期检测点的监测, 抵抗

之, Wnt信号传导通路在大肠癌变的过程中可能

因DNA损伤或突变自身诱导的细胞凋亡, 从而

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导致肿瘤细胞异常分裂增殖[24]. 另外, Survivin
的表达受到信号通路的调控: (1)Survivin作为

3 Survivin的作用机制

APC/TCF-4 /b-catenin下游的一个靶点受到Wnt

Survivin是近来发现的凋亡抑制蛋白(inhibitor

通路的调控; (2)磷酸酰肌醇-3激酶(PI3K)/AKT

of apoptosis protein, IAP)家族成员之一, 被认

通路中, P I3K是T淋巴细胞内重要的信号转导

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强的凋亡抑制因子. 于

分子, 通过催化底物磷酸酰肌醇发生磷酸化而

1997年由Ambrosini et al 经效应细胞蛋白酶受

将活化信号传入细胞内, 进而激活PKB等信号

体-1(effector cell protease receptor-1, EPR-1)

参与细胞活化和细胞毒效应. 而P K B/A K T的

cDNA在人类基因组库的杂交筛首先分离出来.

主要作用是作为PI3K的下游底物. PI3K磷酸化

Survivin位于染色体17q25的同一基因族, 长度

后, 可导致Survivin的上升[25], 相反PI3K途径受

范围在75-130 kb, 包括4个外显子和3个内含子

抑制会导致其表达式的下调[26]. Fornaro et al [27]

m R N A编码的一个由142个氨基酸组成的相对

认为, 抑制AKT的表达可以阻断整联蛋白所介

分子质量约17 kDa的胞质蛋白. 目前发现3个剪

导的Survivin的表达; (3)有研究认为, 存在JAKs-

切体: Survivin-△Ex3, Survivin-2B, Survivin-3B.

STAT3-Survivin信号传导通路. 活化的STATs将

不同于其他IAP家族成员主要分布于正常终未

直接导致Survivin的表达上调[20]. 正是由于其所

分化组织中, 由Survivin基因编码产生的蛋白可

具有的在肿瘤组织中高选择性的表达和独特

以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和绝大多数肿瘤组织中表

的抗凋亡的作用机制, Survivin作为一种新的凋

达, 在正常组织中则不表达. 研究发现, Survivin

亡抑制因子, 因而有可能作为肿瘤治疗的一个

在结肠癌组织及癌旁的正常组织中表达阳性率

特异的攻击靶点, 从而为肿瘤治疗提供新的思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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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因此, 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与Survivin相反, 作为抑癌基因的PTEN定位于

3

10q23, 与Survivin均参与细胞周期的调控和细
胞凋亡的发生, 作用环节一致, 而生物学效应相
反. PTEN作为目前发现的唯一具有双特异性磷

4

酸酶活性的抑癌基因在维持正常细胞的稳定性
中发挥重要作用[28]. 此外因其具有对PI3K-PKB/
A K T信号传导通路的负调控作用而备受关注,

5

甚至有学者称为其为PTEN-PI3K-PKB/AKT通
路. 其主要机制为: PTEN蛋白可依赖其脂质磷酸

6

酶活性, 使磷脂酰肌醇PIP3的D3位去磷化, 使焦
点黏附蛋白(focal adhesion kinase, FAK)和AKT
的磷酸化受抑, 导致PI3K/AKt信号转导途径受

7

阻, 从而抑制Survivin的表达, 启动细胞周期、促
进细胞分裂. 当组织恶变时, PTEN基因常发生突
变, 其表达出现下调或缺失, 对PI3K/AKT通路的
抑制作用减弱, 则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分化能力
减弱, 而Survivin的表达上调, 一方面启动细胞周
期, 促进分裂; 另一方面进入细胞核与CDK4结

8

合, 抑制凋亡, 促使肿瘤细胞的恶性增殖能力增
强[29]. 而应用PTEN基因转染神经胶质瘤和卵巢
癌可使肿瘤细胞周期阻滞, 诱导细胞凋亡

[30-32]

9

.

可能存在通路APC(COX-2)/TCF-4/b-catenin/
Survivin(PTEN). 有实验认为, 在结肠隐窝轴系
统中, 由基底部至隐窝顶部APC的表达由弱至

10

强. 而Survivn则相反, 在底部表达阳性, 中部以
上则缺失. 由此提示, APC可能起着调节Survivin

11

[33]

表达的作用 . 而在一项肺癌研究中认为APC的
修饰基因COX-2与Survivin的表达呈协同上升趋
势[34]. 另有研究报道, 通过转染外源性b-catenin
[35]

和TCF-4可使Survivin上升 , 而用Survivin反义

12
13

寡核苷酸[36]及非甾体抗炎药(NSAIDs试剂)则均
可诱导肿瘤细胞Survivin的表达下调, 并且诱导
细胞的凋亡[37-38].

14

总之, 进一步了解APC(COX-2), Survivin及
PTEN之间表达的相关性, 以及用NSAIDs制剂及

15

特异性RNAi干扰Survivin的表达, 了解其可能对
大肠癌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以期为进一步
阐明其作用机制和为防治大肠癌提供理想的方

16

法和途径, 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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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1988年Vaux et al [2]将Bcl-2基因转入骨髓原

1.2 Bcl-2的生物学功能及其抗细胞凋亡作用的
始细胞使Bcl-2蛋白在细胞内高表达, 导致肿瘤
的发生, 这些细胞的生存期明显延长, 但细胞的

摘要
大肠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近年来发病率
有逐渐增高的趋势. 凋亡的调节对人体组织保
持内环境稳态及正常细胞形态至关重要, 这一
过程受到干扰将使细胞寿命无限延长或累积
突变, 有利于大肠癌的发生. 大肠癌的发生与
细胞凋亡的关系已经受到普遍的重视, 通过对
抗细胞凋亡基因及其与大肠癌关系的研究, 对
了解大肠癌发病机制有重要意义, 在临床上可
为大肠癌的诊断及治疗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本文就几种重要的抗细胞凋亡基因及其与大
肠癌关系的研究进展作简要综述.
关键词: 大肠癌; B c l-2; I A P家族; B a g-1; N FκB; 细胞凋亡

增殖率未见明显增加. 此后, Bosari et al [3]发现作
为大肠癌癌前病变的腺瘤中的多数发育不良细
胞中Bcl-2呈阳性表达. 由此可见, Bcl-2主要是通
过细胞凋亡来调节细胞死亡的.
Bcl-2基因通过编码Bcl-2蛋白发挥抗凋亡作
用, 可能的机制为: (1)通过起一种抗氧化剂的作
用或抑制氧自由基的产生而抑制细胞凋亡: 线
粒体、内质网及核膜都是氧自由基产生的部位,
Bcl-2在这些部位的分布提示其通过调节抗氧化
途径来抑制细胞凋亡; (2)通过调节细胞内Ca 2+
水平和分布来抑制凋亡发生 [4-5]: 在细胞凋亡时
DNA的消化需要相关的Ca2+依赖性核酸内切酶
的参与, 而Bcl-2可阻断Ca2+从内质网释出, 使依
赖于Ca2+核酸内切酶的活性降低, 从而阻断细胞

米丽娜, 关景明, 吕丽艳. 抗细胞凋亡基因及其与大肠癌关系的

凋亡; (3)Bcl-2与Bax蛋白结合成杂二聚体, 抑制

研究进展.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33):3219-3223

Bax的促凋亡作用; (4)Bcl-2可与ras相关蛋白交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3219.asp

联, 使ras活化, 通过影响细胞的信号传导而抑制
凋亡; (5)通过Bcl-2蛋白阻断内源性核酸内切酶

0 引言

的DNA切割活性从而阻断细胞凋亡.

大肠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其发生不仅

1.3 Bcl-2与大肠癌 Bcl-2抑制凋亡, 导致突变的

与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失活有关, 还与

基因积聚, 通过细胞不断的增殖, 从而形成肿瘤.

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失衡有着密切的关系. 抗细

Sinicrope et al [6]研究结肠癌癌变过程中Bcl-2蛋

胞凋亡基因与大肠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白表达情况, 从癌前病变息肉到癌的发展过程

本文就几种重要的抗细胞凋亡基因及其与大肠

中, Bcl-2阳性细胞数逐渐增多, 由此可见, Bcl-2

癌关系的研究进展加以综述.

基因的异常表达是结肠癌癌变过程中细胞凋亡
受到抑制的一种潜在机制. 有研究表明, Bcl-2蛋

1 Bcl-2(B-cell lymphoma/leukemia-2)

白在结直肠腺瘤和腺癌中表达率明显增高, 在

1.1 Bcl-2基因及其蛋白的分子结构、分布 Bcl-2

腺瘤中随着不典型增生程度加重, Bcl-2表达逐

基因是1984年Tsujimoto et al 首先在人类B细胞

渐上升, 在腺瘤癌变时表达率下降[7], 提示Bcl-2

滤泡性淋巴瘤中发现的. 正常情况下, Bcl-2基因

基因在结直肠癌发生的早期阶段起作用[8], 可作

位于18q21.3染色体片段, 有3个外显子. Bcl-2蛋

为早期诊断结直肠腺瘤癌变的重要参考指标之

白是一个分子质量为25 kDa的膜蛋白, 与细胞

一[9]. 谭洁 et al [10]研究发现, 大肠腺瘤及大肠癌

器特别是线粒体膜相关联的稳定蛋白, 主要位

Bcl-2表达明显增加, 在大肠腺瘤中最高, 大肠腺

于细胞核外膜、线粒体膜(主要在外膜, 内膜较

瘤和大肠癌之间有显著性差别, 在癌变时下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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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大肠癌是危害人
类健康的主要恶
性肿瘤之一, 其
发生是一个多阶
段、多基因改变
的过程, 不仅与癌
基因的激活和抑
癌基因的失活有
关, 还与细胞凋
亡过程被抑制有
关, 抗细胞凋亡基
因与大肠癌的发
生关系密切, 在大
肠癌的发生、发
展、演变过程中
起重要作用.

3220
■应用要点

抗凋亡基因的研
究对于提示大肠
癌发病机制有重
要意义, 临床上有
望为大肠癌的早
期诊断提供新的
标志物, 可能有助
于提供大肠癌基
因治疗、免疫治
疗新的靶点, 为肿
瘤指导治疗提供
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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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大肠腺瘤增殖中, 细胞凋亡受抑制增加,

抑制caspase的级联反应, 从而阻断其线粒体依

一旦癌肿形成, 则细胞凋亡有所增加. Lustosa

赖的凋亡途径. Survivin蛋白也是细胞周期G2/M

et al

研究表明, Bcl-2表达与癌肿TNM分期、

期的重要调节因子, 其过量表达可能导致肿瘤

复发、生存期及死亡率无关. 也有研究表明,

细胞逃避细胞周期检测点, 从而使肿瘤细胞逃

Bcl-2阳性表达率与大肠癌Duke's分期有关, A, B

避凋亡, 实现异常增殖, 导致肿瘤的形成.

期高于C, D期, 认为Bcl-2不仅在腺瘤形成且在

2.1.3 Survivin与大肠癌 Kawasaki et al [18]对结直

恶变过程中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2]. Meterissian

肠从增生到癌变不同时期研究发现, Survivin阳

et al

研究显示在大肠癌Duke's B期时Bcl-2高表

性率逐渐升高, 提示Survivin是大肠癌发生早期

达, 患者生存期较长, 预后较好, 由此可见, Bcl-2

的必然事件, 同时也发现Survivin基因表达与大

[11]

[13]

[12-14]

在评价大肠癌预后方面有一定的价值

.

肠癌的分化程度和临床分期关系密切. 郑超球

目前的研究表明, Bcl-2治疗研究的方向将

et al [19]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大肠癌发生过程

是下调Bcl-2表达水平, 降低其凋亡阈值, 增加其

中不同病理阶段(增生性息肉、腺瘤和腺癌)中

对抗癌剂等诱导凋亡因素的敏感性. 随着Bcl-2

Survivin的表达, 发现在大多数大肠腺瘤和腺癌

基因作用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 必将对大肠癌

中Survivin过度表达, 说明Survivin是在大肠癌发

的早期诊断和综合治疗发挥重要的作用.

生早期(腺瘤)阶段即被激活, 表达出大量的Survivin蛋白, 提示Survivin过度表达是大肠上皮癌

2 凋亡抑制蛋白(inhibitor of apoptosis, IAP)家族

变过程的早期事件, 可作为大肠癌发生早期阶

I A P家族首先是由C r o o k e t a l [15] 在杆状病毒

段的分子标记物. 郑长青 et al [20-21]研究发现在大

C p G V和O p M N P Y中发现的, 是一类独立于

肠黏膜癌变过程(大肠正常黏膜→轻度非典型增
→轻度非典型增
轻度非典型增

B c l-2的抗凋亡蛋白. 人的I A P家族共有8个成

生→重度非典型增生→腺癌)中Survivin表达阳
→重度非典型增生→腺癌)中Survivin表达阳
重度非典型增生→腺癌)中Survivin表达阳
→腺癌)中Survivin表达阳
腺癌)中Survivin表达阳

员: NAIP, cIAP1, cIAP2, XIAP, Survivin, Bruce,

性率逐渐升高, 提示Survivin的表达发生在大肠

ILP-2, Livin, 其中Survivin和Livin在抗细胞凋亡

腺癌恶性转化的早期. 已有许多研究表明, 在大

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肠癌组织中可以检测到Survivin蛋白的过量表

2.1 Survivin

达[22-25]. 宫向前 et al [26]用反转录RT-PCR法检测大

2.1.1 Survivin的结构和分布 Survivin是IAP家族

肠癌组织中Survivin基因mRNA表达, 结果显示

成员, 1997年由Ambrosini et al

[16]

利用效应细胞

在大肠癌中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组织, 并与肿瘤

蛋白酶受体1(EPR-1)cDNA在人类基因组库的

的分期和远处转移有关. 另有研究表明, Survivin

杂交筛选中将其分离出来, 表达于细胞周期的

表达与大肠癌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和Duke's

G2/M期. Survivin定位于人染色体17q25, 全长

分期有关, 并与大肠癌的恶性生物学行为相关[27].

14.7 kb, 含3个内含子和4个外显子, 编码142个氨

Survivin能够抑制细胞凋亡, 还可以促进血管生

基酸. Survivin表达于人和鼠的胚胎发育组织, 在

成因子的表达, 与肿瘤的发生和肿瘤的恶性表

正常成人组织中很少表达, 可广泛表达于人类

型有关. 癌细胞由于Survivin蛋白对凋亡的抑制,

各种肿瘤组织.

细胞得以继续分裂, 造成肿瘤邻近和远隔部位

2.1.2 Survivin抑制细胞凋亡的机制 Survivin主

转移灶的形成, 故Survivin蛋白的测定可作为临

要通过结合于有丝分裂的纺锤体微管上, 与

床判断肿瘤预后的指标之一[28].

caspase-3和caspase-7特异性地结合在一起并抑

2.2 Livin

制caspase-3, caspase-7活性, 从而维持有丝分裂

2.2.1 Livin的结构和分布特点 Lin et al 根据IAPs

的正常进行, 抑制有丝分裂细胞的凋亡; 其次,

同源序列, 用含有BIR序列的EST克隆, 在人的

Survivin可与细胞周期调控因子CDK4结合, 形

胚肾cDNA文库中发现了该家族的新成员Livin.

成Survivin-CDK4复合物, 使P21从CDK4的复

由于该基因在黑色素瘤细胞中高度表达 [29], 所

合体中释放出来, P21进一步与线粒体caspase-3

以也叫ML-IAP(melanoma inhibitor of apoptosis

[17]

结合, 抑制其活性, 从而抑制凋亡 ; 此外, Sur-

protein), 他位于染色体20q13, 全长46 kb, 包含7

vivin还可能通过抑制细胞色素C的释放和抑制

个外显子和6个内含子. Livin在胎儿发育过程中

caspase-8诱导的caspase活化而参与抗凋亡作用;

多种组织内高表达, 如胎儿的脑、胸腺、肾和

Survivin也可借助分子中唯一的BIR结构直接同

肝[30], 在正常成人的大多数组织中(胎盘除外)无

线粒体活化因子SMAC/DIABLO相互作用, 间接

表达或低表达, 在表皮、淋巴、脾脏和黑色素
www.wjgnet.com

3221

米丽娜, 等. 抗细胞凋亡基因及其与大肠癌关系的研究进展

细胞中表达很低, 主要分布于细胞核中, 在细胞

活素抑制凋亡诱导; (3)与酪氨酸激酶生长因子
[37]

质中以丝状形式存在.

受体、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HGF)

2.2.2 Livin抗细胞凋亡机制 Living依靠完整的

小板的生长因子受体(PDGF)[38]相结合, 增强其

BIR结构域与caspase蛋白相结合, 抑制caspase

功能; (4)与多种激素(雄激素、雌激素、糖皮质

蛋白凋亡的执行过程. caspase是TNF家族受体

激素)受体等相互作用, 进而调整其生物学功

介导凋亡的信号转导通路的关键性物质, 一旦

能[39]; (5)Bag-1蛋白还可以与RAF-1的丝氨酸/苏

caspase活性下降, 细胞丧失了启动PCD的特性,

氨酸激酶、Hsp70/Hsc70等多种蛋白发生作用.

造成组织器官细胞数目失衡, 形成肿瘤. Livin

此外, Bag-1蛋白具有与细胞骨架蛋白作用, 促进

还可能通过诱导NF-κB, 激活Akt(丝氨酸/苏氨

肿瘤细胞迁移的功能.

酸蛋白激酶)途径, C a 2+ 结合蛋白等方式发挥

3.3 Bag-1与大肠癌 Bag-1在正常黏膜组织中几

抗凋亡作用, 或者通过细胞的微管系统及纺锤

乎不表达, 而在乳腺癌、前列腺癌、大肠癌中

体影响细胞周期而抑制细胞凋亡. L i v i n激活

有阳性表达[40-43], 表明Bag-1表达与肿瘤恶性转

MAP(mitogen-activiated protein)激酶JNK1和

化密切相关[44]. 有研究表明, Bag-1的高表达参

JNK2, 是Livin对抗TNFα和ICE介导的细胞凋亡

与了大肠黏膜由良性向恶性转化的过程, Bag-1

作用的一条重要途径. Livin的活性受到细胞内

的高表达与肿瘤分化程度, Duke's分期和淋巴结

[31]

及来自血

SMAC的调控 , SMAC是IAPs的拮抗剂, 在体

转移有密切联系, 分化程度越低, Duke's分期越

内以抗凋亡信号转导为主的情况下, Livin大量

晚, 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Bag-1蛋白表达越强[45].

表达, Livin通过与SMAC结合而中和SMAC的

Kikuchi et al [46]实验表明在结肠癌中Bag-1在细

caspase活化蛋白的活性, 从而使caspase未能活

胞核表达阳性的患者中, 伴有远处转移的比率

化而发挥抗凋亡作用.

要高于表达阴性的患者, 肿瘤细胞核中Bag-1过

2.2.3 Livin与肿瘤 有研究表明, Livin高表达于黑

表达与临床预后不良有关[46-47].

色素瘤、乳腺癌、结肠癌、宫颈癌、膀胱癌、
白血病等组织中[32-33]. Crnkovic-Mertens et al [32]在

4 NF-κB(nuclear factor-κB)

哺乳动物肿瘤细胞中通过反义RNA来抑制Livin

4.1 NF-κB的组成及功能 核转录因子-κB, 最初

mRNA的表达, 结果发现肿瘤细胞对凋亡诱导剂

是由Sen et al [48]于1986年在研究免疫球蛋白基

的敏感性大为增加. Yagihashi et al [33]研究提示大

因表达中发现的一种核蛋白因子, 他能与免疫

肠癌组织中存在Livin mRNA的过表达, 在大肠

球蛋白基因κ链基因的增强子κB序列特异性结

癌患者的血清中抗Livin抗体也显著增高. 这表

合. 目前发现在哺乳动物中其家族共有5个成员,

明Livin与大肠癌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关系密切.

包括P65(RelA), RelB, c-Rel, P50/P105(NFκB1),
P52/P100(NFκB2), 通常由P50和P65组成异源二

3 Bag-1(Bcl-2 athanogene-1)

聚体. NF-κB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转录调节因子,

3.1 Bag-1基因及其蛋白的结构与功能 Bag-1基

静息状态下, NF-κB与特异性抑制物IκB结合, 以

因是Takayama et al

于1995年应用重组人Bcl-2

非活性形式存在于胞质中, 当细胞受到病毒感

蛋白筛选胚胎cDNA表达基因库时发现的. 人的

染、细胞因子、脂多糖、DNA损害剂、辐射等

Bag-1基因位于染色体9p12, Bag-1基因表达的

多种因素刺激后可被活化并与相应的病毒、细

蛋白是由219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酸性蛋白, 含

胞因子、黏附分子、受体等所调节的基因增强

有丰富的谷氨酸. Bag-1是多功能蛋白, 可以和

子区相结合, 从而启动基因的转录. NF-κB激活

Hsp70、Hsc70、RAF-1、Bc1-2、核激素受体等

形式可调节多种基因的表达, 主要有IL-1, IL-6,

相互作用, 调节细胞的生长与存活.

IL-8, VEGF, VCAM-1, TRAF, CIP1, MMP等, 这

3.2 Bag-1的抗细胞凋亡机制 Bag-1蛋白与Bcl-2

些基因的表达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非

其他家族的成员无明显序列同源性, 因此Bag-1

常重要的作用.

并非是Bcl-2家族中的一员, 他不仅有独立的抗

4.2 NF-κB的抗凋亡作用及机制 NF-κB通过以

凋亡的作用, 还可以上调Bcl-2功能与Bcl-2形成

下几个途径发挥其抗凋亡作用: (1)通过调控细

[34]

[34-36]

. Bag-1基因抗

胞因子而参与自身及其他细胞的凋亡; (2)通过

凋亡作用的机制可能有: (1)与Bcl-2蛋白结合, 两

诱导和上调抗凋亡基因抑制凋亡. Wang et al [49]

者协同抑制细胞凋亡; (2)通过凋亡刺激或细胞

发现NF-κB能够通过激活Bcl-2家族中的Al/Bfl-1

复合物增强细胞抗凋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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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抑制由TNFa引起的细胞凋亡. NF-κB诱导的
A1抗凋亡的作用主要是阻止细胞色素C从线粒

3

体中释放, 而细胞色素C是caspase-3激活的促
发因素, 是凋亡调节中的关键环节; (3)通过诱
导TRAF(TNF受体相关因子)和IAP抑制凋亡[50].

4

TNFR与相应配体TNF结合后, 在诱发细胞凋亡
的同时激活细胞内的NF-κB, NF-κB抗凋亡的机

5

制是作用于caspase-3和线粒体的上游. 进一步研
究表明, NF-κB在基因和蛋白两个水平上控制了
TRAF1, TRAF2, CIAP1, CIAP2的表达, 从而抑
制了caspase-8的活性, caspase-8是介导死亡受体

6

相关信号必须的凋亡蛋白酶, 他的活化是TNF诱
发细胞凋亡最关键的一环; (4)通过上调IEX-1L
的表达而在Fas和TNF诱导的细胞凋亡过程中发
挥抗凋亡作用.
4.3 NF-κB与大肠癌 目前有许多研究显示NF-κB
具有抗凋亡的作用. 正常的大肠细胞中NF-κB处
于未激活的状态, 不能被检测到, 但在大肠癌细
胞的细胞质和细胞核中均可能检测到. 有研究
表明, NF-κB在大肠癌中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腺
瘤和正常组织[51]. 还有研究显示, 在大肠癌组织
中NF-κB过表达, 明显高于正常大肠组织, 并且

7

8

9

10

11

在肿瘤浸润的边缘其表达更高, 这暗示可能与
肿瘤的浸润转移有关[52]. 杨晓东 et al [53]应用免疫
组化法测定37例大肠癌组织中NF-κB P65的表

12

达, 结果显示在大肠癌组织中NF-κB高表达, 为
正常黏膜组织的1.3倍, 并且与大肠癌的远处转
移相关. 朱惠明 et al

[54]

13

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72例

大肠癌NF-κB表达情况, 发现大肠癌NF-κB阳性
表达率显著高于正常结肠黏膜, 并且他的表达

14

和淋巴结转移及Duke's分期密切相关, 而和肿瘤
大小、浸润深度及组织学分级无关. 应用NF-κB

15

的特异性抑制剂后肿瘤的凋亡明显增加, 更说
明了NF-κB能够抑制大肠癌细胞的凋亡.

16

总之, 抗细胞凋亡基因在大肠癌的发生、
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人们

17

已经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但还存在很多尚
未阐明的问题, 相信随着对抗细胞凋亡基因的
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将会在大肠癌的诊断和治
疗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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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在大鼠应激性溃疡中的作用
窦勇鹰, 谢立群, 李俊美, 华建平, 海 鸥

■背景资料

患者在遭受各类
重伤(包括大手
术)、重病和其他
应激情况下, 特别
是在并发休克、
出血、感染或
肾、肺等脏器功
能严重受损时, 均
易患应激性溃疡,
出血率及病死率
较高. 质子泵抑制
剂可降低出血率,
但并不降低病死
率, 因此, 研究者
致力于寻求一种
可降低应激性溃
疡出血率和病死
率的药物.

窦勇鹰, 谢立群, 海鸥,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医学院附属
医院消化内科 天津市 300162
李俊美, 华建平,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消化内科 天津市
300192
通�����
讯����
作者��: 谢立群, 300162, 天津市河东区,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xieliqun66@hotmail.com
电话: 022-60578765
收稿日期����������������
: ��������������
2006-07-13 ����������������
接受日期������������
: ����������
2006-08-10

Role of angiotensin Ⅱ
antagonist in the formation of
stress ulcer in rats
Yong-Ying Dou, Li-Qun Xie, Jun-Mei Li, Jian-Ping Hua,
Ou Hai
Yong-Ying Dou, Li-Qun Xie, Ou Hai,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s, Tianjin 300162,
China
Jun-Mei Li, Jian-Ping Hua,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Central Hospital of Tianjin Municipality,
Tianjin 300192,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Li-Qun Xi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s, He Dong district,
Tianjin 300162, China. xieliqun66@hotmail.com
Received: 2006-07-13 Accepted: 2006-08-10

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angiotensins Ⅱ
antagonist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tress ulcer in rats.
METHODS: The ulcer index (UI) was observed
after water immersion-restaint stress (WRS), and
the levels of thromboxane B2 (TXB2) and 6-ketoprostaglandin F1 alpha (6-K) were measured by
radioimmunoassay. The gastric mucosal pH value was detected and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RESULTS: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in the
negative controls, the gastric mucosal pH value
and 6-K level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antagonist group (4.82 ± 0.31 vs 4.53 ± 0.11,
P = 0.026; 974.95 ± 109.11 ng/L vs 654.50 ±
221.31 ng/L, P < 0.01), but the TXB2 level and
UI were significant decreased (48.53 ± 8.26 ng/L
vs 98.18 ± 39.24 ng/L, P < 0.01; 36.13 ± 6.49 vs

69.00 ± 33.27, P < 0.01). Meanwhile, thrombosis
was also decreased in the antagonist group. The
level of 6-K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antagonist and positive control group (974.95
± 109.11 ng/L vs 737.61 ± 96.10 ng/L, P < 0.05),
but the pH value, UI and TXB 2 level had no
mark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LUSION: Pretreatment of angiotensins Ⅱ
antagonists can protect gastric mucosa by dilatation of blood vessel and increase of blood flow,
and the mechanism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inhibition of corticosterone production and prostaglandin E2 secretion.
Key Words: Angiotensins Ⅱ antagonist; Stress ulcer; Gastric mucosa; Thromboxane B2; 6-ketoprostaglandin F1 alpha; Blood vessel
Dou YY, Xie LQ, Li JM, Hua JP, Hai O. Role of angiotensin
Ⅱ antagonist in the formation of stress ulcer in ra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33):3224-3227

摘要
目的: 探讨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在大鼠应激
性溃疡(SU)中的作用.
方法: 水浸束缚应激后, 肉眼计算胃黏膜溃疡
指数(UI); 取动脉血和胃液做血气分析计算胃
黏膜内pH值; 采用放射免疫方法检测血栓素
B2(TXB2)和6-酮前列腺素F1α(6-K); 观察胃组
织病理形态学变化.
结果: 管紧张素Ⅱ拮抗剂组与阴性对照组比
较, pH值、6-K水平显著升高(4.82±0.31 vs
4.53±0.11, P = 0.026; 974.95±109.11 ng/L vs
654.50±221.31 ng/L, P <0.01), 而TXB2, UI显
著降低(48.53±8.26 ng/L vs 98.18±39.24 ng/L,
P <0.01; 36.13±6.49 vs 69.00±33.27, P <0.01).
病理形态学观察, 血栓形成减少. 血管紧张素
Ⅱ拮抗剂组与奥美拉唑组比较, 除6-K(974.95
±109.11 ng/L vs 737.61±96.10 ng/L, P <0.05)
外, 其他数据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通过舒张血管, 增
加胃黏膜血流量起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 其机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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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能是减轻肾上腺髓质对应激的反应, 抑制
由应激引起的儿茶酚胺的合成和释放, 促进前
列腺素的分泌.
关键词: 血管紧张素; 胃黏膜; 血管; 血栓素B2; 6-酮
前列腺素F1α; 应激性溃疡

水冲洗胃腔内及黏膜面上的血迹, 将胃平铺于
冰袋上, 观察溃疡、糜烂出血点发生的部位、
大小、形状并计算黏膜损伤指数, 按Guth标准
评估胃黏膜损伤溃疡指数(ulcer index, UI)并
累计积分, 斑点、糜烂为1分, 糜烂长度<1 mm
为2分, 1-2 mm为3分, 2-3 mm为4分, >4 mm为5

窦勇鹰, 谢立群, 李俊美, 华建平, 海鸥. 血管紧张素Ⅱ拮

分. 在溃疡或糜烂中心取黏膜组织2块(0.5 cm×

抗剂在大鼠应激性溃疡中的作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0.5cm),置入100 g/L福尔马林液中, 固定4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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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应激性溃疡(SU)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 目前尚未
完全明了. 目前认为SU的发生涉及机体神经内
分泌失调、胃黏膜保护功能削弱及胃黏膜损伤
因素作用增强等诸多方面, 主要因素为胃黏膜

常规脱水包埋, 4 μm厚切片, HE染色, 组织病理
学观察. 开腹, 直视下以肝素润管的5 mL注射器
于腹主动脉取血3 m L, 立即做血气分析, 将剩
余动脉血37℃温育30 min, 后以3500 r/min离心
10 min, 半径3 cm, 取上清, EP管分装. 标记后置
-80℃保存, 严格按照试剂盒进行操作. 应用放射
免疫方法测定TXB2和6-K.
统计学处理 实验结果以mean±SD表示, 统

血流量减少. 阻断大脑内血管紧张素Ⅱ AT2受体

计学分析用SPSS 11.5软件进行分析, 均数之间

不仅可造成血压下降, 还可对大脑内血管紧张

的比较用LSD检验.

素Ⅱ AT1受体产生拮抗作用, 减少交感神经-肾
上腺髓质系统和激素对应激的反应, 并阻止应

2 结果

激诱导的胃黏膜损伤, 血管紧张素Ⅱ AT1受体拮

不应激组大鼠胃黏膜色泽红润, 未见损伤性改

抗剂是新近发现的治疗应激相关性疾病的药

变. 阴性对照组大鼠胃腔内可见少量血性积液,

[1]

物 . 本实验研究用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和奥美

黏膜面附有较多血痂, 生理盐水冲洗后, 见黏膜

拉唑预防大鼠SU检测其效果是否有区别. 为SU

充血、水肿明显, 腺胃部弥漫点线状出血灶, 损

发生的神经内分泌学说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为

伤主要位于黏膜皱襞处. 奥美拉唑组和血管紧

胃黏膜损伤的治疗提供重要治疗靶点.

张素Ⅱ拮抗剂组胃腔内无血性积液, 黏膜面附
有少量血痂, 生理盐水冲洗后, 黏膜充血、水肿

1 材料和方法

不明显, 糜烂、出血点较上述两组减少, UI下降.

1.1 材料 采用健康成年Wistar♂大鼠, 购自中国

各组胃黏膜溃疡指数UI及相互关系见表1.

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清洁级,

2.1 胃黏膜组织病理学变化 光镜下可见阴性对

180-200 g左右, 普通饲料喂养, 自由饮水. 坎地

照组大鼠黏膜表层上皮细胞受损、脱落, 可见

沙坦为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产品, 6-酮前列腺

黏膜中断现象, 腺体结构紊乱, 间隙扩大, 其间

素F1α(6-K)和血栓素B2(TXB2)试剂盒购自南京

可见炎性细胞浸润, 黏膜层、黏膜下层明显充

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血气分析仪: Rapidpoint

血、水肿. 可见出血、溃疡以及黏膜糜烂, 血管

400, Bayer; γ放射免疫计数仪: 中国科学技术大

内有血栓形成. 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组和奥美

学科技实业总公司; 高速冷冻离心机: TGL-16G

拉唑组黏膜充血、水肿程度较阴性对照组轻,

型,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血管内聚集红细胞(图1).

1.2 方法 大鼠禁食24 h, 禁水2 h, 将大鼠四肢束

2.2 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组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缚于自制鼠板上, 限制其活动, 将其直立置于20

p H i: 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组(4.81±0.31)比阴

±1℃水桶中, 使水平面与大鼠的胸骨剑突水平

性对照组(4.53±0.11)明显升高(P <0.05). TXB2:

平齐. 水浸束缚应激后, 给予大鼠3 m L生理盐

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组(352.48±14.30 n g/

水灌胃, 20 min后, 给予大鼠40 g/L戊巴比妥钠

L)比阴性对照组(378.89±15.10 n g/L)升高

9 mL/kg腹腔麻醉, 约10 min后, 仰卧固定, 常规

(P <0.05). 6-K: 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组(974.95±

剪毛、消毒、铺敷, 打开腹腔, 暴露胃, 双结扎

109.11 ng/L)比阴性对照组(654.50±221.31 ng/

法完整取胃, 用注射器取胃液, 于血气分析仪上

L)明显降低(P <0.05). UI: 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

测量胃液内Pco2. 沿胃大弯剪开, 然后用生理盐

组(36.13±6.49)比阴性对照组(69.00±33.27)明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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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血管紧张素Ⅱ受
体拮抗剂是近年
来国际上研究的
热点之一, 其在血
压调节过程中起
到重要作用. 最新
的研究也发现, 血
管紧张素ⅡAT1受
体拮抗剂可能是
通过减轻肾上腺
髓质对应激的反
应, 抑制由应激引
起的儿茶酚胺的
合成和释放和促
进前列腺素的分
泌, 舒张血管, 增
加胃黏膜血流量
来预防应激性溃
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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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实验研究用血
管紧张素Ⅱ拮抗
剂和奥美拉唑预
防大鼠SU检测其
效果是否有区别.
为SU发生的神经
内分泌学说提供
新的理论依据, 为
胃黏膜损伤的治
疗提供重要治疗
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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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UI, pHi , TXB2, 6-K数值比较 (n = 8, mean±SD)

分组

UI

pHi

TXB2 (ng/L)

6-K (ng/L)

阴性对照组

69.00±33.27

4.53±0.11

378.89±15.10

654.50±221.31

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组

36.13±6.49a

4.81±0.31a

352.48±14.30a

974.95±109.11a

a

a

737.61±96.10c

ac

969.38±82.97a

奥美拉唑组

26.88±14.13

不应激组		

a

4.87±0.32

4.94±0.16

a

359.41±16.49
278.86±12.38

a

P <0.05 vs 阴性对照组; cP <0.05 vs 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组.

显降低(P <0.05). 病理形态学观察, 血栓形成

A

减少.
3 讨论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存在于外周器官和大脑, 血

→

管紧张素Ⅱ可调节大脑功能, 如: 自主神经系
统、激素、大脑发育、感觉过程和大脑内血
流量的分布.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有AT 1 和AT 2
受体. AT 1 受体可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和内分泌
系统和情绪、感觉和运动功能. AT 2 受体广泛

B

→

地分布于大脑区域内, 并和感觉、运动功能有
关. 应激可增加血管紧张肽原酶和血管紧张素
Ⅱ在循环和大脑中的分泌 [2] , 血管紧张素Ⅱ可
通过血液循环到达在肾上腺和垂体的受体以
及血脑屏障, 并通过增加室旁核促皮质激素释
放激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CRH)
的 合 成 激 活 室 旁 核 内 AT 1 受 体 , C R H 释 放 入
下丘脑后, 可增加垂体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adrenocortieotropic hormone, ACTH)含量. 应激

C

时, 由垂体合成和释放的血管紧张素Ⅱ可增强
ACTH分泌, 并上调室旁核内AT 1受体, 从而促
进CRH生成、ACTH释放、肾上腺皮质激素分
泌. 血管紧张素Ⅱ对肾上腺可产生直接的作用,
在急性应激期间, 可刺激醛固酮分泌儿茶酚胺

→

的释放, 应激也可影响AT 1和AT 2受体在肾上腺
小球带和髓质的表达. 阻断大脑内血管紧张素
ⅡAT2受体不仅可造成血压下降, 还可对大脑内
AT1受体产生拮抗作用, 减弱交感神经-肾上腺髓
质系统和激素对应激的反应, 并阻止应激诱导
的胃黏膜损伤. 在形成应激性胃溃疡机制中, 胃

图 1 各组大鼠组织病理学特点. A: 阴性对照组大鼠血管
内血栓形成(×40); B: 血管紧张素Ⅱ拮抗剂组大鼠血管内红
细胞聚集(×100); C: 奥美拉唑组大鼠血管内红细胞聚集(×
100).

黏膜血流量的减少和自由基的形成是主要因
素[3], 维持胃黏膜血流量对预防应激性胃溃疡起

素ⅡAT1受体拮抗剂后, 与预处理奥美拉唑有无

到重要作用. 血管紧张素Ⅱ通过激活其AT1受体

区别, 以及预处理血管紧张素ⅡAT1受体拮抗剂

[4]

[5]

不仅调节动脉 和脑血管 阻力, 也可压缩胃脉

后, 体内舒张和收缩血管因子、保护胃黏膜屏

管系统. 动物实验表明, 给予血管紧张素ⅡAT1

障指标有无变化研究甚少. 本实验通过预处理

受体拮抗剂-坎地沙坦后可显著减少有冷束缚刺

血管紧张素ⅡAT1受体拮抗剂后, 观察其舒张、

[6]

激引起的SU . 目前, 国内外对预处理血管紧张

收缩血管因子, 血栓形成因素和黏膜屏障等指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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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和奥美拉唑组、阴性对照组进行比较. 观察

受体拮抗剂组大鼠血管管径增长, 管壁内有红

血管紧张素ⅡAT 1受体拮抗剂是否仍具有预防

细胞聚集, 但没有血栓形成, 也说明血管紧张素

SU的作用.

ⅡAT1受体拮抗剂有扩张血管的作用. 奥美拉唑

前列环素(prostacycline, PGI2)是由血管壁

是经典的质子泵抑制剂, 通过抑制胃酸的生成

内皮细胞合成和释放的一种抗血小板聚集和舒

保护胃黏膜屏障. 在实验中发现, 奥美拉唑也可

张血管的生物活性物质. 生物半衰期约3 min, 迅

以减少黏液的耗损, 可能是因为黏液层厚度和

速代谢生成6-Keto-PGF1α,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血

H+浓度有关. 胃组织病理学观察, 奥美拉唑组大

浆或组织中血栓素A2(thromboxaneA2, TXA2)和

鼠血管内有红细胞聚集, 但没有血栓形成, 而阴

PGI2平衡, 失调是造成血小板凝集, 血管痉挛收

性对照组血管内则有血栓形成. 通过肉眼观察

缩或血栓形成的原因之一. 由于TXA2和PGI2的

Guth评分, 也可以证实血管紧张素ⅡAT1受体拮

不稳定性, 目前难以直接测定, 故国内外均以测

抗剂具有和奥美拉唑一样的预防SU的作用.

定TXB2和6-Keto-PGF1α作为判断其浓度的指标.

血管紧张素ⅡAT 1 受体拮抗剂可能是通过

本实验证实, 给予血管紧张素ⅡAT1受体拮抗剂

减轻肾上腺髓质对应激的反应, 抑制由应激引

后, 6-K明显升高, TXB2明显降低, 表明血管紧张

起的儿茶酚胺的合成和释放和促进前列腺素的

素ⅡAT1受体拮抗剂有明显的舒张血管作用. 血

分泌, 舒张血管, 增加胃黏膜血流量来预防SU.

管紧张素Ⅱ可能通过激活磷脂酶A2增加前列腺

血管紧张素Ⅱ可能成为胃黏膜损伤的治疗一个

素合成和释放, 从而起到舒张血管, 增加胃黏膜

治疗靶点.

血流量的作用. 其减少血栓素的分泌可能和抑
制促炎性反应有关.
p H i值作为研究胃肠功能变化的主要检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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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标能更早提示病情的变化. 机体在维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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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 阴性对照组pHi值明显下
降, 可能是由于在S U过程中, 大鼠胃黏膜动脉
收缩, 造成缺血缺氧, 导致ATP的合成小于起分
解而产生多余的H+, 血管紧张素ⅡAT1受体拮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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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组pHi较阴性对照组明显升高, 和奥美拉唑组
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表明, 血管紧张素ⅡAT1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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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胃组织病理学观察: 血管紧张素ⅡA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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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关于血管紧张素
Ⅱ拮抗剂在大鼠
应激性溃疡中的
作用已经有报道,
对预处理血管紧
张素ⅡAT1受体拮
抗剂后, 与预处理
奥美拉唑有无区
别, 以及预处理血
管紧张素ⅡAT1受
体拮抗剂后, 体内
舒张和收缩血管
因子、保护胃黏
膜屏障指标有无
变化的研究还不
多, 因此具有一定
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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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HBV的基
因型逐渐成为国
内外研究热点. 研
究内容主要为四
个方面: 分型方法
的建立、基因型
的地理分布、基
因型与临床的关
系、发病机制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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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compare the proapoptosis effect of
hepatitis B virus (HBV) genotype B and C
core proteins on liver cells, and explore the
pathogenesis of HBV infection with different
genotypes.
METHODS: Four serum samples infected by
HBV (2 for type B and C, respectively) were
used to amplify HBV core fragment using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fter recombination, cloning, and subcloning, four eucaryotic
plasmids with different genotypes and clinical
phenotypes were obtained. Then the plasmids
were transfected in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 HepG2, and MTT assay and flow cytometry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HepG2 cells�.
RESULTS: All the four recombinant eucaryotic
plasmids were constructed successfully, and
HBV core protein expression was confirmed by
internal reference for transfection. The proliferation of HepG2 cell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four plasmids, but the apoptosis
rate in C-type (C2) group was markedly higher
than that in B-type (B1) group (8.8% ± 2.0% vs
6.4% ± 0.8%, P < 0.05).
CONCLUSION: C-type HBV can induce more
severe cell apoptosis than B-genotype HBV.
Key Words: Hepatitis B virus; Genotype; Core protein; Apoptosis
Wen ZL, Tan DM, Cheng J, Yang YF, Liu GZ, Liu HB.
Comparison of effect on hepatocellular apoptosis between
core proteins of hepatitis B virus genotype B and C.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33):3228-3232

摘要
目的: 比较B, C两种基因型HBV核心蛋白在
促进肝细胞凋亡方面的差异, 以期初步阐述
HBV基因型与临床关系的发病机制.
方法: 用P C R扩增4份(B和C基因型各2份)
HBV-C区DNA片段, 通过基因重组、分子克
隆和亚克隆等方法, 合成4份不同基因型和临
床表型的重组真核表达质粒. 鉴定后, 将他们
分别转染至肝癌细胞系HepG2中, 采用MTT法
和流式细胞仪测定转染细胞的细胞增殖率和
细胞凋亡率等指标.
结果: 4份重组真核表达质粒均构建成功, 转
染至H e p G2后通过内参照E G F P可鉴定出均
有HBV-C蛋白表达. 流式细胞仪提示C型/重
型HBV转染组的细胞凋亡率显著高于B型/携
带HBV转染组(8.8%±2.0% vs 6.4%±0.8%,
P <0.05).
结论: C型HBV核心蛋白较B型HBV更能促进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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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凋亡, HBV基因型与临床相关性可能
与此有关.
关键词: 乙肝病毒; 基因型; 核心蛋白; 细胞凋亡

Ⅰ和Kpn Ⅰ(日本TaKaRa公司); T4 DNA连接酶
(MBI); T-载体pMD18-T Vector为日本TaKaRa
公司产品, 长2692 bp, 含有1个多克隆位点, 还
包括抗氨苄青霉素和LacZ基因; 真核表达质粒

温志立, 谭德明, 成军, 杨永峰, 刘国珍, 刘洪波. B和C基因

pEGFP-C1(Gibco)全长4731 bp, 含有CMV, SV40

型H B V核心蛋白促细胞凋亡的比较.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启动子、1个多克隆位点(包括E c o RⅠ和K p n

2006;14(33):3228-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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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及抗卡那霉素(Kan)基因, 并含有EGFP基因
(798 bp), EGFP基因能表达融合绿色荧光蛋白,
故pEGFP-C1可作为转染内参照. EPS-300型稳

0 引言

压稳流电泳仪和GIS凝胶电脑全自动图像处理

目前研究发现, HBV的基因型与肝炎的临床表

仪为上海天能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DNA全自动

现有一定关系. 大量研究表明C型HBV所致肝炎

测序仪AB1377型(美国PE公司); 紫外分光光度

[1-8]

. 但其原因不是很清楚, 两者

仪(美国Beckman公司产品); IX70倒置显微镜、

基因序列的差异导致了何种致病机制的改变不

IX70荧光显微镜为日本Olympus公司产品; 一

得而知, 至今尚未见有关报道. 众所周知, HBV

次性细胞培养板(北京鼎国公司); 试剂瓶、培

致病的主要机制除诱发宿主自身免疫损伤外,

养瓶、吸管、试管、盖玻片等玻璃制品均在

还可通过促进肝细胞的凋亡来加重乙肝病情变

浓硫酸中浸泡过夜, 充分洗涤后高压灭菌; DG-

较B型HBV为重

化[9-13]. 本研究首先从细胞凋亡途径入手, 检测两

3022A型酶标仪(华东电子管厂); 流式细胞仪

种基因型HBV的核心蛋白和表面蛋白对细胞凋

(FACS420).

亡诱导的差异, 然后检测两者在促进体外淋巴

1.2 方法

细胞免疫反应的差异, 从多个致病因素方面比

1.2.1 扩增目的片段 将血清样品按患者病情轻

较两种基因型HBV的差异, 以期找出HBV基因

重程度分成慢性乙肝无症状携带、慢性乙型肝

型与临床关系的发病机制.

炎轻度、慢性乙型肝炎中度、慢性乙型肝炎重
度和慢性乙肝慢性乙肝重型五组, 各取若干份

1 材料和方法

采用多对型特异性引物巢式PCR法[14]鉴定HBV

1.1 材料 从G e n B a n k中找出H B V全基因序列

基因型. 选取慢性乙肝无症状携带(B基因型)、

(AY206391), 根据其核心区序列(nt1816-2454)

慢性乙肝重型(B基因型)、慢性乙肝轻度(C基因

设计引物, 能扩增出全长HBV-C序列. 在两条引

型)、慢性乙肝重型(C基因型)的患者血清各1例,

物前面分别设计Eco RⅠ和Kpn Ⅰ酶切位点, 并
在上游引物PC1的Eco RⅠ酶切位点与引物中编
码序列之间加入一个A碱基, 以便H B V-C在载
体pEGFP-C1表达绿色荧光融合蛋白时不出现
移位. 引物经计算机分析软件Primer Premier 5.0

分别编号为B1, B2, C1和C2. 用DNA提取试剂盒
提取HBV DNA, 以其为模板进行PCR扩增, 加
样如下: PC1(50 pmol) 1 μL, PC2(50 pmol) 1 μL,
5 MU/L Taq酶0.25 μL, 10×PCR Buffer(含Mg2+)
5 μL, 2.5 mmol/L dNTP 4 μL, 灭菌DDW 37 μL,

检测自身不形成“发夹”结构或引物间不形

DNA模板2 μL, 总量50 μL. 反应条件如下: 95℃

成引物二聚体. 引物由大连宝生物公司合成, 预

预变性5 min, 然后按94℃ 1 min, 58℃ 1 min,

计扩增片段长度为639 bp. 上游引物(PC1): 5'-

72℃ 1 min扩增35个循环, 再72℃延伸7 min.

GAATTCAATGCAACTTTT TCACCTCTG-3',

PCR产物的回收与纯化按琼脂糖凝胶DNA纯化

下游引物(PC2): 5'-GGTACCCTAACATTGAGG

试剂盒说明进行操作.

CTCCCG-3'. DNA提纯试剂盒(上海申友生物公

1.2.2 重组T载体的构建 包括制备感受态细菌、

司); Taq DNA聚合酶、dNTP(日本TaKaRa公司);

目的片段与T载体连接、转化细菌、阳性克隆

PCR产物的凝胶纯化回收试剂盒和小量质粒提

的筛选、提取质粒和酶切鉴定阳性克隆等步骤,

纯试剂盒均为日本TaKaRa公司产品; 大肠杆菌

按文献[15]进行.

JM109; Amp(+) LB培养基和Amp(+)培养平板

1.2.3 重组真核表达质粒的构建、鉴定及转染

中氨苄青霉素(华北制药厂)浓度均为100 mg/L,

包括真核表达质粒的提取及鉴定、制备含有相

Kan(+) LB培养基Kan(+)培养平板中卡那霉素

同酶切位点黏性末端的目的片段和开环状真核

(Sigma)浓度均为50 mg/L; 限制性内切酶Eco R

表达质粒、连接目的片段和开环真核表达质粒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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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随着全基因分析
或S基因测序法、
聚合酶链反应
(PCR)法、聚合
酶链反应-限制性
片段长度多态性
(PCR-RFLP)法、
微板核酸杂交
ELISA法等方法
的相继建立和完
善, 各种基因型地
理分布情况的基
本弄清, 如A型主
要在北欧和非洲,
B型和C型主要
在东亚, D型在中
东、北非和南欧,
E型在非洲, F型
仅在南美, 研究重
点已转移到基因
型与临床关系方
面. 例如西方学者
发现D型对HBVDNA、HBsAg、
HBeAg的清除率
均比A型低, 死亡
率较A型高. 而在
流行B、C型的东
亚地区, 日本、台
湾、香港以及中
国大陆的研究者
们经过大量研究
发现, C型可引起
比B型更严重的
临床表现, 如ALT
的升高、HBeAg
阳性率的增加、
重症中所占比例
的增大.

3230
■创新盘点

虽然在HBV基因
型与临床的关系
方面已有大量研
究, 而且基本上
对所有HBV基因
型导致病情的程
度也基本达成共
识, 但是大都只停
留在流行病学调
查后进行统计学
分析的水平上, 并
没有从本质上即
HBV感染和发病
机制上去阐述其
中的缘由. 例如为
什么C型HBV引
起的临床表现要
比B型重, 他是通
过什么途径达到
这一效果的? 为
此, 本文就先从细
胞凋亡入手研究
HBV基因型与临
床关系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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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荧光显微
镜检测HepG2
转染效率. A:
转染重组真核
表 达 质 粒 的
HepG2; B: 未转
染pEGFP-C1的
HepG2.

B

pEGFP-C1、细菌转化和克隆筛选、重组真核

2 结果

表达质粒的鉴定等步骤. 鉴定完毕后, 将重组真

2.1 重组T-载体的构建 重组T-载体经Eco RⅠ和

核表达质粒转染肝癌细胞HepG2中, 按参考文献

Kpn Ⅰ双酶切3
双酶切3 h后于15 g/L琼脂糖中进行凝胶

[16]进行.

电泳观察, 可见4份样品的环状质粒样条带均被

1.2.4 荧光显微镜观察绿色荧光蛋白以鉴定转染

酶切成2条清晰的条带, 大小分别为2600 b p和

效率 用2.5 g/L胰蛋白酶消化已转染并培养48 h

640 bp左右, 与预期结果相符, 初步认定所需阳

的细胞, 将2×105个细胞置于放有盖玻片的6孔

性克隆构建成功.

培养板中继续培养48 h后, 取出盖玻片直接在

2.2 重组真核表达质粒的鉴定 取8 μL PCR扩增

488 nm激发光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绿色荧光蛋白

产物于15 g/L琼脂糖中进行凝胶电泳, 85 V稳压

并摄像.

泳动20 min后于紫外透视仪观察, 在640 bp左右

1.2.5 MTT法检测HBV-C蛋白对HepG2增殖率的

可见清晰浓亮的单一条带, 与预期目的片段大

影响 分别消化、计数转染4份重组真核质粒和

小相符, 而阴性对照DDW无条带. 重组真核表达

空白质粒的HepG2、以及未转染HepG2共6种细

质粒经Eco RⅠ和Kpn Ⅰ双酶切3
双酶切3 h后于15 g/L琼

8

胞, 调整细胞浓度为1×10 /L, 96孔板中每孔加

脂糖中进行凝胶电泳, 可见4份样品的环状质粒

入200 μL细胞悬液, 置于含50 mL/L CO2、37℃

样条带均被酶切后得到两条清晰的大小分别约

培养箱中培养; 培养48 h后弃去原培养基, 按每

为4700 bp和640 bp的条带. 4份样品的基因序列

180 μL培养基加20 μL MTT(5 g/L)配置培养基,

均用通用引物EGFP-C-F和EGFP-C-R进行双向

然后加入96孔板继续培养4 h; 4 h后弃去培养基,

测定. 通过与GenBank上pEGFP-C1的序列比较

用0.1 mol/L PBS洗涤细胞5 min×1次; 每孔加

发现, 4份样品的测序结果中目的片段以外的基

200 μL DMSO, 5 min后于酶标仪上测定490 nm

因序列均与pEGFP-C1序列完全吻合, 说明重组

波长各孔光密度值.

真核表达质粒构建成功. 采用Blastn程序进行基

1.2.6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情

因序列同源性比较, 发现4份重组真核质粒目的

况 分别将4份HBV-C转染HepG2、空白质粒转

片段与GenBank中B或C基因型HBV核心区序列

染HepG2和未转染HepG2细胞传代2×105个至

的同源性均为97%-98%, 与多对型特异性引物

6孔培养板培养48 h; 经2.5 g/L胰蛋白酶消化细

巢式PCR的分型结果完全一致.

胞, 室温下1500 r/min离心10 min, 0.1 mol/L PBS

2.3 荧光显微镜观察绿色荧光蛋白以鉴定转染

洗涤细胞1次, 用700 mL/L冷乙醇固定细胞于4℃

效率 用镊子将盖玻片从培养板中取出放在载玻

保存. 细胞经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率、细

片上, 然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绿色荧光蛋白.

胞周期性变化.

结果发现, 转染了B1, B2, C1, C2 4份重组真核表

统计学处理 利用SPSS 11.0进行统计学分

达质粒和pEGFP-C1质粒的HepG2均能看到细胞

析, 计量资料数据用mean±SD表示. 如分组只有

内发出强烈的绿色荧光, 而未转染的HepG2没有

2组, 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分析; 如分组多于2组,

看到细胞发出荧光(图1). 结果表明, 绿色荧光蛋

则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首先多组之间进行比较,

白质粒pEGFP-C1能很好地起到一个转染内参的

当P <0.05时采用LSD法进行两两比较; 率的比较

作用, 可鉴定转染成功与否和转染效率. 同时证

采用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并以P <0.05确定

明了此次转染获得成功.

差异是否具有显著性.

2.4 MTT法检测不同基因型HBV-C蛋白对HepG2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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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志立, 等. B和C基因型HBV核心蛋白促细胞凋亡的比较
表 1

■同行评价

6份样品的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率的比较(mean±SD, n = 4, %)

细胞分组

G0/1期

S期

G2/M期

细胞凋亡率

HBV-C转染组				
B1
B2

72.3±3.0
72.6±2.1

21.2±3.8ac

6.5±1.3

6.4±0.8ac

19.8±1.7

a

7.6±1.6

7.3±1.6a

a

6.5±1.8

6.8±1.2a

C1

75.8±0.9

17.7±1.5

C2

77.4±2.2

16.2±1.6a

6.4±1.7

8.8±2.0a

空白质粒转染组

74.9±2.5

15.2±1.1

9.9±1.0

4.3±1.4

未转染细胞组

80.5±3.6

14.2±3.6

5.3±0.9

3.8±1.4

a

P <0.05 vs 空白质粒转染组、未转染组; cP <0.05 vs C2.

细胞增殖率的影响 用MTT法检测了HBV-C转

殖率和凋亡率. 结果显示HBV-C转染组HepG2与

染组、空白质粒(pEGFP-C1)转染组和未转染细

空白质粒转染组和未转染组HepG2细胞相比, 细

胞组共6组细胞的增殖率, 结果显示HBV-C转染

胞生长增殖率显著降低, 凋亡率显著升高, 进一

组HepG2细胞生长增殖率均低于空白质粒转染

步表明HBV有促进肝细胞凋亡的作用. HBV-C

组细胞生长增殖率(0.250±0.032)和未转染组

转染组中4份样品的平均细胞增殖率从高到

HepG2细胞生长增殖率(0.267±0.017), 4份样品

低排序依次为B1(B型携带)、B2(B型重型)、

与后二者两两比较其差异均有显著性(P <0.05),

C1(C型轻度)、C2(C型重型), 似乎提示C基因型

后两者之间的差异无显著性(P >0.05). 而HBV-C

HBV促进肝细胞凋亡的能力要略强于B基因型

转染组中4份样品的细胞增殖率亦不尽相同,

HBV, 但4者经两两比较后发现并无显著性差异

按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B1(B型携带, 0.202±

(P >0.05), 可能与样本数较少有关, 或因为HBV

0.038)、B2(B型重型, 0.195±0.038)、C1(C型轻

基因型只是促进肝细胞凋亡的多个因素之一而

度, 0.183±0.024)、C2(C型重型, 0.172±0.023),

已. 不过, 流式细胞仪则提示C2转染组的细胞凋

但4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 >0.05).

亡率显著高于B1转染组的细胞凋亡率, 并具有

2.5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 用流

统计学意义(P <0.05), 表明C型HBV核心蛋白在

式细胞仪检测了B1, B2, C1和C2 4个重组质粒

促进细胞凋亡方面确实要强于B型HBV, 至于在

转染组、空白质粒转染组和未转染细胞组共6

其他致病因素方面是否也存在着差异, 从而更

组细胞的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情况, 结果显示,

好地诠释H B V基因型与临床关系的发病机制,

B1, B2, C1, C2转染组的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
空白质粒转染组和未转染细胞组(P <0.05), 表明

还有待于下一步的研究.

HBV-C蛋白能够促进HepG2细胞的凋亡. 经两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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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phorin6D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gastric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33):3233-3236

摘要
目的: 探讨Semaphorin6D在胃癌中的表达及
其意义.
方法: 应用RT-PCR和Westen blot检测30例
胃癌患者的癌组织及胃切缘正常胃黏膜
Semaphorin6D的mRNA和蛋白表达.
结果: 胃癌组织中的S e m a p h o r i n6D蛋白及
m R N A的表达明显高于胃正常黏膜(0.26±
0.09 vs 0.20±0.10, P = 0.0194; 0.24±0.06 vs
0.19±0.07, P = 0.013).
结论: Semaphorin6D在胃癌发生、发展中发
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 胃癌; 胃正常黏膜; Semaphorin6D
赵向阳, 陈凛, 许倩, 李玉红. Semaphorin6D在胃癌中的表达及
其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33):3233-3236

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Semaphorin6D in gastric carcinoma and its significance.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3233.asp

0 引言

METHODS: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Semaphorin6D was detected by semi-quantit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in 30
cases of gastric carcinoma and normal mucosa�.

在过去的十年来, 一系列的基因和功能研究发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Semaphorin6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astric carcinoma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mucosa both 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 (0.24 ± 0.06 vs 0.19 ± 0.07, P =
0.013; 0.26 ± 0.09 vs 0.20 ± 0.10, P = 0.0194).

现的调节神经系统发生、发展的新基因, 其通

CONCLUSION: Semaphorin6D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rcinoma.
Key Words: Gastric carcinoma; Semaphorin6D;
Western blot; Immunohistochemistry
Zhao XY, Chen L, Xu Q, Li YH. Expression of

www.wjgnet.com

现了一群蛋白质分子, 被命名为Semaphorin蛋
白超家族, 其在神经系统形成、胚胎发生、血
管生成、免疫反应和肿瘤发生、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1-5], 其中S e m a p h o r i n6D是新近发
过不同的剪接, 分为5个亚型: Semaphorin6Ds,
S e m a p h o r i n6D-1, S e m a p h o r i n6D-2,
Semaphorin6D-3和Semaphorin6D-4[6]. 目前对
Semaphorin6D功能及作用机制了解甚少, 尤其
在肿瘤方面的研究未见报道, 本研究首次通过
RT-PCR和Western blot方法研究Semaphorin6D在
胃癌及其正常黏膜表达并探讨其临床病理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收集解放军总医院2006-04/08手术切

■背景资料

Semaphorin6D是
新近发现的一组
新基因, 目前对其
功能只进行了初
步探讨, 发现其在
轴突形成和心脏
发生中起着重要
作用, 然而在其他
方面的作用了解
甚少, 尤其在肿瘤
方面的研究未见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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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次通过
RT-PCR和Western
blot方法研究
Semaphorin6D在
新鲜胃癌组织和
正常胃黏膜表达
并探讨其临床病
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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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aphorin6D 5个亚型引物序列

亚型

上游引物

下游引物

长度(bp)

Semaphorin6Ds

5'-GCTTTGTGCCTACATACTGCT-3'

3'-ACCGGATATTGCCTTGAATAGTG-5'

114

Semaphorin6D-1

5'-TGAACGACAGCGTATTACTGGA-3'

3'-GGAAAGCAAAGAAGTCTTCGGTT-5'

297

Semaphorin6D-2

5'-TAGTAACCTGCTAACCAGTCGG-3'

3'-GTGGCGGACTAGACGGAAAA-5'

230

Semaphorin6D-3

5'-CTCAGTCGCTGTGAGCGTTAT-3'

3'-CAGATGTTGGACCGCCAAATA-5'

232

Semaphorin6D-4

5'-ATATTTGGCGGTCCAACATCTG-3'

3'-TTGTCAGTTTAGGTCTCCAGGTA-5'

115

除的30例胃癌患者的胃癌组织及远离癌肿胃切

A

Maker 正常黏膜 胃癌组织 正常黏膜 胃癌组织

缘正常黏膜. 患者术前未接受化疗和放疗. 全部
病例均经手术和病理证实. 男19例, 女11例; 年
龄32-74(平均54±15)岁. 肿瘤部位: 贲门7例, 胃

232 bp

体3例, 胃窦20例. 肿瘤分化程度: 高、中分化腺
癌13例, 低分化腺癌14例. 区域淋巴结转移阴性

B

者17例, 阳性13例. 新鲜组织离体后迅速提取总
RNA和总蛋白, -70℃储存.

200 bp

1.2 方法
1.2.1 半定量RT-PCR 用TRIzol(博大泰克公司)
提取总RNA, 溶于40 mL DEPC处理的双蒸水
中, 混匀, 在核酸蛋白测定仪上检测总R N A浓
度. 20 mL逆转录体系中加入1.5 mg总RNA, 用
M-M LV第一链c D N A合成试剂盒(博大泰克公
司)逆转录, 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步骤进行. 取
2 mL逆转录产物作模板, 选用即用PCR扩增试
剂盒(博大泰克公司)在PCR仪上进行PCR扩增.

图 1 RT-PCR方法检测Semaphorin6D mRNA的表达. A:
Semaphorin6D; B: b-actin.

Semaphorin6D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以mean±SD表示, 采
用S P S S 11.5统计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配对t
检验.

以b-actin作为外参照. b-actin和Semaphorin6D引

2 结果

物由华大基因合成. Semaphorin6D 5个亚型引物

2.1 Semaphorin6D的mRNA表达 经RT-PCR对

序列见表1. b-actin引物序列: 上游5'-CGCACCA
CTGGCATTGTCAT-3', 下游3'-TTCTCCTTGAT
GTCACGCAC-5'. PCR反应体系50 mL, PCR反应
条件为: 94℃预变性5 min, 94℃变性50 s, 55℃
退火50 s(b-action 56℃ 50 s), 72℃延伸1 min, 37
个循环, 72℃再延伸8 min. 取8 mL PCR产物在
20 g/L的琼脂糖凝胶上电泳30 min, 溴乙锭染色.

S e m a p h o r i n6D 5个亚型m R N A的检测, 只有
S e m a p h o r i n6D-3型在胃癌组织和正常胃黏膜
中有表达, Semaphorin6D-3 mRNA扩增产物为
232 bp, b-actin为586 bp(图1). Semaphorin6D在
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胃黏膜(0.24±
0.06 vs 0.19±0.07, P = 0.013<0.05).
2.2 Semaphorin6D蛋白表达 Western blot法显示

将Semaphorin6D与b-actin的灰度值的比值作为

胃癌组织和胃正常黏膜中与Semaphorin6D蛋

Semaphorin6D mRNA的相对表达水平.

白抗体结合的特异性条带位于相对分子质量为

1.2.2 Western blot检测 取100 mg组织加入预冷

100 kDa处(图2). Semaphorin6D蛋白在胃癌组

的蛋白裂解液0.5 m L, 裂解组织细胞, 提取总
蛋白. 取50 m g蛋白进行100 g/L聚丙烯酰胺凝
胶电泳后, 转移到PVDF膜上. 50 g/L脱脂牛奶

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胃黏膜(0.26±0.09 vs
0.20±0.10, P = 0.0194 <0.05), 与RT-PCR检测结
果相符.

封闭2 h, Semaphorin6D鼠抗mAb 3 mg/L(R&D
system公司)4℃过夜, 1∶800辣根酶标记的二

3 讨论

抗室温1 h孵育后显影. 用美国B I O-R A D公司

Semaphorin最早在神经系统发现, 是一个较大的

Quantity One分析软件对显影条带进行灰度分

蛋白超家族, 可分为8种类型, Semaphorin1, 8分

析, 将Semaphorin6D与b-actin灰度值的比值作为

别存在于无脊椎动物和病毒中, 而Semaphorin3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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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向阳, 等. Semaphorin6D在胃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A

正常黏膜

胃癌组织

正常黏膜

胃癌组织

切关系, 推测其机制可能与S e m a p h o r i n6D参
与胃癌血管生成, 进而调节胃癌的侵袭和转

B

移有关. 本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首次报道
Semaphorin6D在胃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临床病
理意义, 为深入探讨胃癌的发生、发展机制奠

图 2 Western blot方法检测Semaphorin6D蛋白的表达. A:
Semaphorin6D; B: b-actin.

到S e m a p h o r i n7在脊椎动物中发现, 人类有
20种S e m a p h o r i n蛋白, 其中S e m a p h o r i n3是

定了基础, 同时为胃癌的治疗研究提供一个崭
新的思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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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s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umor cells (P < 0.05), but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MN staging (P >
0.05).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MMP-7 and Fas in gastric carcinoma (r = -0.597, P < 0.001).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of MMP-7 and
Fas are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the biological behavior of gastric carcinoma. Meanwhile, a nega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MMP-7 and Fas
expression.
Key Words: Gastric carcinoma;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7; Fas; Metastasis; Immunohistochemistry
Hu DM, Wang SF, Feng YZ.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7 and Fas and their significances
in gastric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33):3237-3240

摘要
目的: 探讨基质金属蛋白酶-7(MMP-7)蛋白和
F a s蛋白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相互关系及
意义.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7 (MMP-7) and Fas in gastric
carcinoma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了82例胃癌组
织及30例周边正常胃黏膜中MMP-7和Fas的
表达情况.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MMP-7 and Fas
proteins were examined with immunohistochemical technique in the specimens from 82
gastric carcinoma tissues and 30 surrounding
normal tissues�.

结果: 胃癌组织中MMP-7蛋白阳性率显著高
于正常胃黏膜(73.2% vs 10%, P <0.001); 正
常胃黏膜中F a s蛋白阳性率显著高于胃癌组
织(39.1% vs 93.3%, P <0.001). MMP-7阳性
表达率与淋巴结转移、T N M分期显著相关
(P <0.001), 而与肿瘤细胞分化程度无显著性
相关. F a s蛋白阳性表达率与肿瘤细胞分化
程度显著相关(P <0.05), 而与淋巴结转移、
TNM分期无显著性相关. 胃癌组织中MMP-7
与F a s表达具有显著等级负相关(r = -0.597,
P <0.001).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MMP-7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astric carcinoma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tissues (73.2% vs
10%, P < 0.05), while the positive rate of Fas expression was marked lower in gastric carcinoma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controls (39.1% vs 93.3%,
P < 0.001). The expression of MMP-7 was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MN
staging (P < 0.001), but not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umor cells (P > 0.05). The expression of
www.wjgnet.com

结论: MMP-7与Fas表达胃癌的生物学行为密
切相关, 且两者之间的表达强度具有显著等级
负相关.

■背景资料

胃癌的发生和转
移与MMP-7的过
度表达相关, 同时
Fas作为一种细胞
凋亡基因也起着
重要的作用, 但
MMP-7的表达是
否与细胞凋亡存
在联系却很少有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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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胃癌的浸润和转移是多步骤的复杂过程,
其机制尚不清楚, 但基底膜和细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的降解是其中的必要
条件, 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MMP)家族是一类依赖金属锌离子的蛋白水解
酶家族, 能有效地降解细胞外基质, 在肿瘤的
生长、转移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 MMP-7是
MMP家族中最小的成员, 可降解各种细胞外基
质成分, 如层黏连蛋白、纤维连接蛋白、弹性
蛋白、Ⅳ型胶原蛋白等[1]. 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发
现MMP-7的过度表达与胰腺癌 [2]、结肠癌 [3]等
恶性肿瘤的转移相关, 但MMP-7的表达是否与
细胞凋亡存在联系却很少有相关报道. 细胞凋
亡即细胞程序化死亡是由基因或其他一些因素
调控的活组织细胞自我消亡的过程, 这一过程
的紊乱与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 尤其与
肿瘤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 在肿瘤发生的多
阶段过程中, 细胞凋亡的抑制可能起着重要的
作用, Fas是一种重要的细胞凋亡相关基因, Fas
蛋白的异常表达作为可能的重要机制在食管
癌[4]、结肠癌[5]、胆囊癌[6]等恶性肿瘤中已经得

图 1

MMP-7在胃癌中的表达(×100).

骤按照试剂盒要求进行. MMP-7及Fas的阳性细
胞染色均定位于细胞膜和细胞质, 以细胞膜和
细胞质中呈浅黄、棕黄、或更深的棕褐色的细
小颗粒作为阳性细胞, 以P B S代替一抗作为阴
性对照. 采用三个参数(即染色强度、阳性细胞
数和两者记分的乘积)的半定量的计数方法. 着
色强度记分标准: 无着色为0分, 浅黄色为1分,
棕黄色为2分, 棕褐色为3分. 光镜下随机观察8
个高倍视野, 记录4个高倍视野中染色阳性细胞
的百分率, 记分标准: 0%为0分, 1%-10%为1分,
11%-50%为2分, 51%-80%为3分, >80%为4分. 染
色强度记分与阳性细胞数记分之积为最后得分:
0分为(-), 1-2分为(+), 3-4分为(++), >4分为(+++).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1.0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分析, 组间采用卡方检验, 两指标间采用有
序分组资料的等级相关检验, 取P <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到证实. 为了研究胃癌发生过程中细胞凋亡和

2 结果

增殖异常的分子机制, 本研究应用免疫组化方

2.1 MMP-7与Fas在胃癌组织及正常黏膜表达情

法检测了正常胃黏膜及胃癌组织中M M P-7和

况 MMP-7在82例胃癌组织中表达为60例阳性,

Fas的表达, 并探讨其在胃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阳性率为73.2%. MMP-7在肿瘤细胞的胞膜及胞

1 材料和方法

质中表达, 间质细胞中无表达, MMP-7的阳性染
色分布异质性明显, 阳性染色的细胞常分布于

1.1 材料 胃癌组织手术切除标本82例. 其中男

深部浸润的癌巢, 尤其在浸润的前沿(图1), 这一

44例, 女38例, 年龄32-82(平均59)岁. 术前未予

现象在Ajisaka et al [7]的研究中也有相同的发现,

放疗、化疗. 正常组织为同一手术中切取自距

在30例正常对照的胃黏膜组织中有3例弱表达,

肿瘤边缘8 cm的正常胃壁组织30例. 标本经病

阳性率为10%, 经χ2检验显示胃癌组织中MMP-7

理证实为腺癌, 其中低分化腺癌50例, 高、中

阳性率显著高于正常胃黏膜组(P <0.001). F a s

分化腺癌32例. 病理分期采用国际抗癌联盟

在82例胃癌组织中表达为32例阳性, 阳性率为

(UICC)1987年公布的胃癌TNM分期法. MMP-7

39.1%, 阳性染色主要见于癌细胞的细胞质、胞
、胞
胞

及Fas多克隆抗体(兔抗)及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

膜及癌间质组织(图2), 在30例正常对照的胃黏

-过氧化物酶免疫组化染色试剂盒均为武汉博士

膜组织中有28例表达阳性, 阳性率为93.3%, 阳

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产品.

性染色部位主要位于间质细胞, 经χ 2检验显示,

1.2 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技术的具体操作步

正常胃黏膜组中F a s阳性率显著高于胃癌组织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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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同行评价

MMP-7与Fas的表达及其与胃癌生物学行为的关系 (n )

MMP-7		
(+)

Fas

P

(-)

本 研 究 显 示
MMP-7与Fas表达
与胃癌的生物学
行为密切相关, 且
两者之间的表达
强度具有显著等
级负相关, 提示
Fas下调可能促进
MMP-7表达从而
促使肿瘤细胞向
周围组织间隙浸
润同时通过淋巴
管和血管向远处
转移. 实验对照的
设计合理可靠, 统
计学处理方法的
使用恰当, 结论较
明确, 实验证据较
充足.

(+)

(-)

P

性别					
男

30

14		

17	

27	

女

30

18

15

23

0.273

0.938

年龄							
<60

29	

10		

14

25

≥60

31

12

18

25

0.817	

0.581

分组							
正常组织

3

胃癌组织

60

27		

28

2

22

32

50

<0.001

<0.001

病理分型							
高、中分化型

23

低分化型

37	

9		
13

0.832

20

12

12

38

<0.01

TNM分期							
Ⅰ-Ⅱ期

16

Ⅲ-Ⅳ期

44

15		
7

<0.001

14

17	

18

33

0.375

淋巴结转移						
有

51

无

9	

9		
13

<0.001

22

38

10

12

表 2

0.472

胃癌组织中MMP-7与Fas表达之间的关系 (n )

Fas

合计

+

++

+++

-

5	9	

11

25

50

+

4

2

1

3

10

++

6

1

2

1

10

+++	7	

2

2

1

12

14

16

30

82

合计

图 2

MMP-7
-

22

Fas在胃癌中的表达(×100).

3 讨论
(P <0.001)(表1).

肿瘤转移的机制至今还未完全阐明, 一般认为

2.2 M M P-7与F a s的表达与临床及胃癌生物学

过度增生的肿瘤细胞使细胞外基质降解和基

行为的关系 MMP-7与Fas的阳性表达在各性别

底膜重塑, 肿瘤细胞进入血液或淋巴液转移到

组和各年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MMP-7在TNM

其他部位生长, 他是由许多因子共同参与的复

分期之间, 有淋巴结转移和无淋巴结转移胃癌

杂过程, MMP家族已被证明可以降解基底膜和

组间表达有显著性差异(P <0.05), 而在高中分

ECM, 与肿瘤的浸润和转移密切相关[8], MMP-7

化胃癌组和低分化胃癌组间表达无显著性差异

基因位于11q21-q22, 其cDNA长1094 bp, 是MMP

(P >0.05). Fas在高中分化胃癌组和低分化胃癌组

家族中最小的一个[9], MMP-7基因主要在上皮来

间表达有显著性差异(P <0.05), 而表达在TNM分

源的细胞中表达, 在胃肠道肿瘤细胞中为高表

期之间, 有淋巴结转移和无淋巴结转移胃癌组

达, 在正常黏膜上皮中为弱表达或不表达, 他的

间无显著性差异(P >0.05, 表1).

高表达与癌细胞的浸润和转移特性相关[10]. 本实

2.3 胃癌组织中MMP-7与Fas表达之间的关系 经

验MMP-7在73.2%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增高, 同时

等级相关检验表明, 胃癌组织中MMP-7与Fas表

发现MMP-7在TNM分期Ⅲ-Ⅳ期胃癌组阳性率

达具有显著负相关(r s = -0.597, P <0.001, 表2).

明显高于TNM分期Ⅰ-Ⅱ期胃癌组(P <0.001),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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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MMP-7随胃癌的进展而表达增高, 这与Honda

et al

[11]

的研究结果相似. 此外有淋巴结转移胃癌

组中阳性率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P <0.001),
这表明M M P-7表达与肿瘤的转移有关, 而肿

3

4

瘤的转移与肿瘤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 所以
MMP-7的检测有可能成为评价胃癌恶性行为的
生物学标记物, Kitoh et al [12]在他们的研究中也

5

有相似的结论提出. 研究表明, 在胃癌的病理演
化过程中, 不仅存在着细胞增殖的异常, 细胞凋
亡的异常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Fas属Ⅰ型跨膜蛋

6

白, 是肿瘤坏死因子(TNF)超家族成员, Fas与其
天然配体(FasL)或相应膜抗体相结合, 通过激活
Caspase家族, 完成细胞凋亡信号传递, 是细胞凋

7

亡的主要途径之一[13]. 大量研究表明在肿瘤发生
的多阶段过程中, 细胞凋亡的抑制可能起着重
要的作用, Fas蛋白的异常表达作为可能的重要

8

机制[14-15]. 本组肿瘤组织中Fas表达较正常组织
减弱, 可能系肿瘤细胞逃避Fas系统介导的宿主
免疫的普遍机制, 下调或抑制Fas表达, 导致机体
内依赖Fas介导的CTL失去杀伤性识别作用, 避

9

免了T淋巴细胞的攻击作用 [16]. 本组胃癌Fas阳
性表达与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均无相关关系,
提示胃癌表达Fas的特性可能在细胞恶变时已形
成, 不随细胞生长情况而改变

[17]

10

. 为了进一步探

讨MMP-7是通过何种途径促进肿瘤的浸润、转
移及其与Fas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实验观察了82

11

例胃癌组织中MMP-7及Fas蛋白的表达之间的
关系, 经等级相关检验表明胃癌组织中MMP-7
与Fas表达具有显著相关(r s = -0.597, P <0.001), 提

12

示Fas下调可能促进MMP-7表达, 从而促使肿瘤
细胞向周围组织间隙浸润同时通过淋巴管和血
管向远处转移. 胃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因
素逐渐演变的复杂过程, MMP-7及Fas之间具体
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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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hepatitis B virus (HBV) DNA levels and
the inflammatory degrees of liver tissues in
patients with HBeAg-positive and -negative
chronic hepatitis B.
METHODS: HBV DNA level was assayed by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FQ-PCR) in 331 patients (230 HBeAg positive and 101 HBeAg negative). Liver biopsy was
performed and the grading and staging of liver
tissues were routinely obtained�.
RESULTS: There was not obvious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HBV DNA level and the grading and staging of liver tissues in 331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Of the 101 patients with
negative HBeAg, 31 cases were with more than
www.wjgnet.com

108 copies/L HBV DNA,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HBV DNA level and
the grading of tissues (r = 0.271, P < 0.005). A
significant inverse correlation was demonstrated
between HBV DNA level and hepatitis activity in the 230 patients with positive HBeAg (r =
-0.659, P < 0.001).
CONCLUSION: The serum level of HBV DNA
can help to assess the degrees of hepatitis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negative HBeAg. In HBeAgpositive patients, the serum level of HBV DNA
is negatively correlate with hepatic activity index.
Key Words: Chronic hepatitis B; Liver pathologic
histology; HBV DNA
Li SZ, Jiang YF.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r pathologic
histology and levels of serum hepatitis B virus DNA
in patients with HBeAg-positive and -negative
chronic hepatitis B.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33):3241-3244

摘要
目的: 探讨HBeAg阴性和HBeAg阳性慢性乙
型肝炎(CHB) HBV DNA水平和肝组织炎症损
害的关系.
方法: 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分别对331
例CHB(101例HBeAg阴性和230例HBeAg阳
性)患者进行血清HBV DNA定量检测和肝组
织活检病理炎症分级, 对比分析结果.
结果: 331例CHB患者血清HBV DNA水平与
肝组织炎症活动度及肝纤维化程度之间无明
显相关性; 101例HBeAg阴性CHB患者中31
例(31%)血清HBV DNA>108 copies/L, 随着
G1-G4肝组织炎症损害级别的增高其所占例
数也相应增高. H B V D N A水平与肝组织炎
症病理分级的相关性有显著意义(r = 0.271,
P <0.005); 在230例HBeAg阳性的患者中, 血清
HBV DNA水平与肝组织炎症呈明显的负相关
(r = -0.659, P <0.001).
结论: 血清HBV DNA水平可作为判断HBeAg

■背景资料

诊断肝组织炎症
活动度的金标准
是肝组织病理学
检查, 同时判断肝
病治疗疗效高低
的金标准也是肝
组织学的改善. 由
于肝活检为有创
性检查, 并有一定
的并发症和禁忌
症, 不便于反复进
行, 使其推广与应
用受到限制, 所以
人们不断寻找无
创性诊断方法来
判断肝组织炎症
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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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文分析HBV
DNA水平与肝组
织炎症分级及纤
维化分期的关系.
在CHB患者血清
HBV DNA水平与
肝组织炎症及纤
维化无明显相关
性. 但在HBeAg阳
性的患者中, HBV
DNA水平与肝组
织炎症呈负相关;
而在HBeAg阴性
乙肝患者中肝细
胞损伤程度与乙
肝病毒复制程度
具有正相关性. 因
此对HBeAg阴性
而血清HBV DNA
水平较高的CHB
患者, 应意识到其
肝组织炎症可能
处于活动状态, 需
做进一步检查, 对
症治疗, 避免发生
更严重的肝脏损
害来判断肝组织
炎症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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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C H B患者肝组织炎症损害程度的指标,
在HBeAg阳性的患者中, 血清HBV DNA水平
与肝组织炎症呈负相关.
关键词: 乙型肝炎, HBV DNA, 肝组织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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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在GeneAmp 5700
Sequence Detector仪上进行HBV DNA定量检测,
HBV DNA定量(copies/L)≤106为阴性, 107-108
为少量病毒复制, 10 9-10 10为中量病毒复制, ≥
1011为大量病毒复制.

李仕周, 蒋永芳. H B e A g阴性和阳性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数据以mean±SD表

清H B V D N A水平与肝组织炎症的关系.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示, 显著性检验采用方差分析和相关检验及等

2006;14(33):3241-3244

级相关检验. 以上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3241.asp

行处理.

0 引言

2 结果

为了探讨HBeAg阴性和HBeAg阳性慢性乙型病

2.1 HBV DNA定量检测 炎症活动度分为0-4 G、

毒性肝炎(HBV)血清HBV DNA水平与肝组织病

纤维化程度分为0-4 S, 331例CHB患者血清HBV

理的关系, 我们对331例慢性乙型肝炎(CHB)患

DNA定量与肝组织炎症活动度各分级之间经等

者(其中101例HBeAg阴性和230例HBeAg阳性)

级相关检验r G = 0.372(P >0.05), 纤维化各分期经

进行了肝穿活检病理检查进行病理炎症分级,

等级相关检验r S = 0.543(P >0.05), 提示血清HBV

并进行HBV DNA检测, 从而对比分析.

DNA与肝组织炎症活动度及肝纤维化程度之间
无明显相关性(表1).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2004-01/2006-02我院以及中南大学湘

2.2 HBeAg阴性 101例HBeAg阴性CHB患者中31
例(31%)血清HBV DNA>108 copies/L, G1-G4级

雅二医院肝病科门诊和住院的CHB患者331例,

肝组织炎症患者中分别有7%(2/29), 24%(7/25),

根据2000年西安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和肝病

57%(17/30)和30%(5/11)的病例血清HBV DNA

学分会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1], 慢性肝炎临
床上分为: (1)轻度: 临床症状、体征轻微或缺

的定量>10 8 copies/L, 肝组织炎症程度各级之
间血清HBV DNA水平有显著差异(χ2 = 23.27,

如, 肝功能指标仅1或2项轻微异常; (2)中度: 症

P <0.01); 而肝组织炎症程度各级之间经相关分

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居于轻度和重度之间;

析血清HBV DNA水平与肝组织炎症级别呈明

(3)重度: 有明显或持续的肝炎症状, 如乏力、纳

显的正相关(r = 0.271, P <0.005). 提示随肝组

差、腹胀、尿黄、便溏等, 伴有肝病面容、肝

织炎症级别的增高, H B V D N A定量值逐渐升

掌、蜘蛛痣、脾大并排除其他原因, 且无门静

高(表2).

脉高压者. 实验室检查血清谷丙转氨酶(ALT)和

2.3 HBeAg阳性 230例HBeAg阳性CHB患者血清

/或谷草转氨酶(A S T)反复或持续升高, 白蛋白
降低或A/G比值异常, 丙种球蛋白明显升高. 除
前述条件外, 凡白蛋白32 g/L, 胆红素>5倍正常
值上限, 凝血酶原活动度60%-40%, 胆碱脂酶
41 675 nkat, 四项检查中有一项达上述程度者即

HBV DNA定量水平与肝组织炎症程度各级之
间经相关分析血清HBV DNA水平与肝组织炎
症级别呈明显的负相关(r = -0.659, P <0.001). 提
示随肝组织炎症级别的增高, HBV DNA定量值
逐渐下降(表3).

可诊断为重度慢性肝炎. 其中轻度107例, 中度
138例, 重度86例. 男289例, 女42例, 年龄12-59

3 讨论

岁. 全部病例均为HBV单纯感染, 其中HBeAg阳

CHB病毒感染治疗的关键是抗病毒治疗, 而抗

性230例, HBeAg阴性101例, 排除合并其他肝炎

病毒治疗疗效与肝组织炎症活动度和病毒载量

病毒感染, 入院前均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

等有直接的关系. 诊断肝组织炎症活动度的金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用Menghini法, 以16 G肝穿

标准是肝组织病理学检查, 同时判断肝病治疗

针进行肝活检, 标本用40 g/L的福尔马林固定,

疗效高低的金标准也是肝组织学的改善. 由于

石蜡包埋, 连续切片, 分别做HE染色和嗜银网状

肝活检为有创性检查, 并有一定的并发症和禁

纤维染色, 由两位病理医师阅片进行肝组织病

忌症, 不便于反复进行, 使其推广与应用受到限

理学炎症分级、纤维化分期. 肝活检当天采血

制, 所以人们不断寻找无创性诊断方法来判断

用HBV核酸扩增PCR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中山

肝组织炎症活动度. 血清HBV DNA是乙肝病毒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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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血清HBV DNA定量与肝组织炎症及肝纤维化程度关系

HBV DNA
定量(copies/L)

n

肝组织炎症活动度
G0-1

G2

G3

肝组织纤维化程度
G4

S0-1

S2

S3

S4

6

<10

13

8

1

3

1

6

5

1

1

106-108

83

23

29

17

14

30

21

18

14

109-1010

197

34

59

68

36

48

78

44

27

1011

38

19

11

7

1

21

10

6

1

合计

331

84

100

95

52

105

114

69

43

复制的最可靠指标, 其存在表示血液的传染性
较强, 病毒复制活跃. HBV复制也可以刺激机体
产生免疫反应, 使病变程度加重. 血清HBV DNA
含量高, 常伴有明显的肝脏炎症坏死和转氨酶
的升高[2-3], 且经抗病毒治疗后, HBV DNA下降

表 2 HBeAg阴性CHB患者血清HBV DNA与肝组织炎症
程度的关系

炎症
分级

n

HBV DNA (copies/L)
≤106(%)

107-108(%)

109-1010(%)

≥1011(%)

G1

29

16(55)

11(38)

2(7)

0(0)

G2

25

7(28)

11(44)

6(24)

1(4)

相关性, 而HBeAg阴性则为病毒复制低下, HBV

G3

30

6(20)

7(23)

17(57)

0(0)

DNA含量低, 肝组织炎症趋于静止. 但近年来发

G4

17

6(35)

6(35)

5(30)

0(0)

与肝脏炎症的恢复[4]及纤维化指标的恢复[5]均有

现部分CHB患者表现为HBeAg阴性但病毒复制
活跃, 肝脏炎症改变明显, 国内已有较多学者从
不同的角度探讨过HBV DNA水平和CHB之间

表 3 HBeAg阳性肝炎患者血清HBV DNA水平与肝组织
炎症的关系(mean±SD)

的关系[6], 但HBV DNA定量水平不能反应肝组
织病理学炎症分级, 我们对331例慢性乙肝患者

分级

n

HBV DNA定量(copies/L)

HBV DNA定量与肝组织学检查进行对比分析,

G1

54

1.07±2.90 (×1012)

G2

68

3.30±16.70(×1011)

G3

69

8.06±22.87(×1010)

G4

39

4.31±15.90(×1010)

证实血清HBV DNA水平与肝组织炎症及纤维
化无明显相关性, 与前面的研究

[7-8]

相一致. 但侧

重探讨HBeAg阴性和HBeAg阳性CHB血清HBV
DNA水平与肝组织炎症之间关系的文章较少.
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 101例H B e A g阴性

重而进展型肝病, 持续发展可形成肝硬化或发

8

展为肝癌, 是抗HBV治疗所面对的真正挑战. 我

copies/L, 经统计学分析肝组织炎症损害程度和

们对230例HBeAg阳性的慢性乙肝患者分析发

的CHB患者中有31例(31%)血清HBV DNA>10

血清HBV DNA水平呈正相关, 血清HBV DNA
水平愈高肝组织炎症损害愈重, 与唐跃华 et al [9]
和Manesis et al [10]的研究一致. HBeAg阴性的慢

现, HBV DNA水平与肝组织炎症呈明显的负相
关, 与唐跃华 et al [9]的报道不一致, 他们的研究
发现, HBeAg阳性的CHB患者HBV DNA水平与

性HBV感染者临床可以表现为无症状携带、无

肝组织炎症没有相关性; 而与Cho et al [11]和Heo

活动性肝病和HBV基因突变导致的肝组织病变

et al [12]均报道一致, 在HBeAg阳性的CHB患者随

不断进展最终发展到肝硬化和肝癌. 近年来肝

肝组织炎症级别的增高, HBV DNA定量值逐渐

病学者将病毒复制活跃, 肝脏有明显炎症改变

下降. 在HBeAg阳性的CHB患者血清HBV DNA

的患者称为HBeAg阴性CHB, 已有的研究证明,

水平与肝组织炎症的确切相互关系有待以后积

HBeAg阴性CHB的产生主要与HBV基因突变有

累更多的病例后进行进一步研究.

关, 最常见的基因突变是前C区1896位核苷酸由

研究证实, C H B患者血清H B V D N A水平

G突变为A, 即使第28位密码子由原来的TGG突

与肝组织炎症及纤维化无明显相关性. 但在

变为TAG, 后者是翻译的终止密码子, 导致前C

HBeAg阳性的患者中, HBV DNA水平与肝组织

区的蛋白翻译停止, HBeAg不能产生, 当前C区

炎症呈负相关, 提示较低病毒载量的HBeAg阳

终止突变合并C区突变时导致病情加重和病毒

性CHB患者可能有较高的炎症级别, 用以指导

DNA复制增加. HBeAg阴性CHB表现为潜在严

临床治疗. 而在HBeAg阴性乙肝患者中肝细胞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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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程度与乙肝病毒复制程度具有正相关性.
因此对HBeAg阴性而血清HBV DNA水平较高

6

的CHB患者, 应意识到其肝组织炎症可能处于
活动状态, 需做进一步检查, 对症治疗, 避免发
生更严重的肝脏损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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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系列为准, 药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资料目录医药卫生、解放军医学图书馆CMCC

典》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的《药名词汇》为

系统、中国医学文摘外科学分册(英文版)、中

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新药, 采用

国医学文摘内科学分册(英文版)收录. 2005年版

批准的药名; 创新性新药, 请参照我国药典委员

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会的“命名原则”, 新译名词应附外文. 公认习

的总被引频次为3 353, 位居1 608种中国科技论

用缩略语可直接应用, 如ALT, AST, mAb, WBC,

文统计源期刊的第8位, 内科医学类, 28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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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2位.《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的影响因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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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9, 位居1 608种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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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位, 内科医学类, 28种期刊的第2位.《世界

为减少排印错误, 外文、阿拉伯数字、标点符

华人消化杂志》的即年指标0.211, 他引总引比

号必须正确打印在A4纸上. 中医药名词英译

0.30, 地区分布数28, 基金论文比0.43, 国际论文

要遵循以下原则: (1)有对等词者, 直接采用原

比0.01.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荣获2001、2003年度

有英语词, 如中风stroke, 发热fever; (2)有对应

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

词者应根据上下文合理选用原英语词, 如八法

1.2 栏目 述评, 食管癌, 胃癌, 肝癌, 病毒性肝炎,

eight principal methods; (3)英语中没有对等词

大肠癌, 幽门螺杆菌, 基础研究, 临床研究, 焦点

或相应词者, 宜用汉语拼音, 如阴yin, 阳yang,

论坛, 文献综述, 研究快报, 临床经验, 病例报告,

阴阳学说yinyangology, 人中renzhong, 气功

会议纪要. 文稿应具科学性、先进性、可读性

qigong; 汉语拼音要以词为单位分写, 如weixibao

及实用性, 重点突出, 文字简练, 数据可靠, 写作

nizhuanwan(胃细胞逆转丸), guizhitang(桂枝汤).

规范, 表达准确. 专家述评4 000字以内, 研究原

通常应小写.

著6 000字以内, 焦点论坛4 000字以内, 文献综

2.3 外文字符 注意大小写正斜体与上下角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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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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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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方法敏感性高[6-7]. 文献序号作正文叙述时,

投稿时, 作者可以提出要求回避的同行专家名

用与正文同号的数字并排, 如本实验方法见文

单, 也可以推荐2位非本单位的审稿人, 尤其是

献[8]. 所引参考文献必须以近2-3年核心期刊为

本刊编委会成员. 审稿过程大约需要1 mo.

准, 引用被PubMed收录的期刊文献用英文表达,

4.3 录用 来稿经本刊编辑部初审、2位同行专家

请附引用文献网上摘要打印件, 包括PMID编号

评审, 将评审后的稿件分为优先发表、可以发

(摘要的左下方). 按顺序编号装订, 并考入磁盘

表、修改后发表、修改后再审、退稿等项处理.

内. 在引用参考文献页码末尾注明PMID编号;

录用稿件作者需交纳发表费, 发表后可获得2本

无PMID编号的期刊请删除(重要文献必须保留

样刊及20套单行本(稿酬).

者, 请附首页复印件). 期刊: 序号, 作者(列出全

4.4 修改时间 来稿经同行专家审查后, 认为内容

体作者). 文题, 刊名, 年, 卷, 起页-止页, PMID编

需要修改、补充或删节时, 本刊编辑部将把原

号 ; 书籍: 序号, 作者(列出全部),书名, 卷次, 版

稿寄回给作者自行修改. 当原稿退还作者修改

次, 出版地, 出版社, 年, 起页-止页. 参考文献格

时, 作者必须于1 mo内将修改后的稿件及软盘

式如下:

寄回编辑部; 逾期寄回的, 作重新投稿处理.

1

Ma LS, Pan BR.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aca-

4.5 版权 本论文发表后作者享有非专有权, 文

demic exchange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of

责由作者自负. 作者可在本单位或本人著作集

gas-troenterology. World J Gastroenterol 1998;

中汇编出版以及用于宣讲和交流, 但应注明发

4: 1 [PMID: 11819215]

表于《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年; 卷(期): 起

马连生, 潘伯荣, 马景云. 世界胃肠病学杂志

止页码. 如有国内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复制、翻

英文版的现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1; 9:

译出版等商业活动, 须征得《世界华人消化杂

855-863

志》编辑部书面同意, 其编辑版权属本刊所有.

Lam SK. Academic investigator's perspectives

编辑部可将文章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of medical treatment for peptic ulcer. In:

《中文生物医学期刊/会议文献数据库》等媒体

Swabb EA, Azabo S, eds. Ulcer disease:

上长期发布; 作者允许该文章被美国《化学文

investigation and basis for therapy. New York:

摘》、《荷兰医学文摘库/医学文摘》、俄罗斯

Marcel Dekker, 1991: 431-450

《文摘杂志》、《中国生物学文摘》等国内外

尚克中, 陈九如. 胃肠道造影原理与诊断. 第

相关文摘与检索系统收录.

1版.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5:

4.6 投稿清单 (1)投稿函; (2)第1部分为题名及作

382-385

者, 作者及单位, 第1作者简介, 基金资助项目, 通

2

3

4

讯作者Email, 电话, 传真, 收稿日期, 接受日期;

4 投稿须知

(3)第2部分英文摘要; (4)第3部分中文摘要; (5)第

4.1 投稿信件 来稿包括所有作者签名的作者投

4部分为0引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2 方法,

稿函. 内容包括: (1)保证无重复发表或一稿多投;

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3 讨论, 致谢, 4 参考文献.

(2)是否有经济利益或其他关系造成的利益冲突;

4.7 投稿地址 在线投稿: http://www.wjgnet.com/

(3)所有作者均审读过该文并同意发表, 所有作

wcjd/ch/index.aspx. 邮局寄送(已在线提交的稿

者均符合作者条件, 所有作者均同意该文代表

件不必再寄): 请将打印的稿件一式2份(附高质

其真实研究成果, 保证文责自负; (4)列出通讯作

量的图)、存有全文(文字、图表)的磁盘和其他

者的姓名、地址、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 通

信息(全部文件的清单, 各文件的名称、格式和

讯作者应负责与其他作者联系, 修改并最终审

使用平台等)寄往: 100023, 北京市2345信箱, 世

核复核稿; (5)可建议熟悉该专业的审稿人或因

界胃肠病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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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胃肠病学杂志社

密, 如果是几个单位合作的论文, 则需要提供所

100023, 北京市2345信箱

有参与单位的推荐信; (7)愿将印刷版和电子版

郎辛庄北路58号院怡寿园1066号

出版权转让给本刊编辑部, 所有来稿均需接受

电话: 010-85381901

同行审阅.

传真: 010-85381893

4.2 审稿过程 所有来稿均经2位同行专家的严格

Email: wcjd@wjgnet.com

评审, 所有审稿人的姓名对作者通常是保密的.

http://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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