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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EDITORIAL

无创检测与评价胃动力功能——生物电阻抗方法
赵 舒, 任超世

赵舒, 任超世,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医
学工程研究所 天津市 300192

内、外分泌功能及动力功能. 胃的动力功能是

赵舒, 女, 1976年生, 汉族, 河北省唐山市人, 硕士, 中国医学科
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
要从事生物医学信息检测和信号处理研究.

在神经、体液等因素的调节下由胃平滑肌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No. 60471041

合、推进、排空和屏障等作用, 是消化系统最

通讯作者: 任超世, 300192, 天津市,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
和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renbme@gmail.com
电话: 022-87891583 传真: 022-87891583
收稿日期: 2005-12-15 接受日期: 2005-12-20

调运动完成的, 包括食物入胃以后的容纳、混
重要的生理功能之一, 是消化道消化和吸收的
基础.
长期以来, 人们对胃动力功能的研究落后

摘要
生物电阻抗方法具有无创、无害、廉价、操
作简单和功能信息丰富等特点. 在胃排空或
胃收缩、蠕动时, 由于胃的形态、容积及其
内容物组成情况的改变较大, 电特性变化非常
明显, 变化规律与胃动力学状况相对应, 相关
性强. 采用生物阻抗方法可以实现无创、高灵
敏、准确地提取与胃动力学状况相对应的电
特性及其变化信息. 本文在胃动力功能及其检
测方法的基础上, 着重评述了阻抗胃动力检测
方法的基础、发展动态、技术关键和代表生
物电阻抗技术发展方向的电阻抗断层成像技
术的应用前景, 提出从电活动-机械收缩复合
系统的高度认识胃动力学, 将无创伤生物阻抗
方法与同步胃电检测相结合, 是生物电阻抗胃
动力检测方法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胃动力; 胃排空; 生物电阻抗; 测量方法

于对胃的内、外分泌功能及胃的形态学的研究,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方便、有效
的胃动力学检查方法或手段. 目前, 胃动力临床
检查仍缺乏可完整地了解胃运动和排空情况的
方法以作为诊断常规[2]. 胃动力学研究的发展要
求提供能全面、准确了解胃运动状态的多参数
同步检测与评价方法.

1 胃动力检测方法现状
胃动力, 包括胃的运动和排空, 是一个复杂的电
活动-机械收缩和传导的过程, 他由胃平滑肌的
肌电活动开始, 引发胃体、胃窦收缩并向远端
的幽门传播. 他遵从电活动的节律, 也取决于传
导性收缩的幅度、收缩时限、方向以及传导距
离等因素的影响, 同时还受到食物种类、胃肠
激素反应、昼间变异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胃的
收缩是发生在平滑肌细胞膜表面的肌电活动的
机械性表现. 胃蠕动的节律与胃电活动相一致,

赵舒, 任超世. 无创检测与评价胃动力功能——生物电阻抗方
法.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5):465-469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465.asp

约3次/min, 是胃动力信号的特征频率.
胃动力的检测包括胃的收缩、蠕动规律及
胃排空时间的测量. 在国内外现有的一些检测
方法中 [1-3], 腔内压测量、恒压器检查等可观察

0 引言
胃肠疾病常见多发, 其发生率超过总人口的1%,
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质量. 在
我国, 胃肠疾病患者中的50%与胃动力异常相
关, 已受到国内外消化内科医生的特别关注和
重视.
胃肠动力学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的、多学
科交叉的新兴学科. 近20 a, 人们对胃肠动力的
生理及胃肠功能紊乱所引起的胃肠动力障碍性
疾病的认识有了显著的进步 [1] . 胃的功能分为
www.wjgnet.com

到由胃蠕动引起的压力波, 但测量时要向胃内
插管, 患者不易接受. 放射性核素呼气试验, 特
别是闪烁扫描法, 其定量性、重复性好, 是目
前胃排空测量的金标准, 但因使用核素, 对患
者有害, 且价格昂贵, 也不宜长时间、多次重复
使用, 其应用受到限制. 超声方法可以观察到胃
排空或胃运动的情况, 如Hou et al [4]采用实时超
声法估计胃排空, 研究了功能性消化不良病人
的胃排空和恒压器测定的感觉阈值之间的关
系. 但超声方法要用于消化过程的长时间检查

■背景资料

胃肠动力学是一
门正在迅速发展
的、多学科交叉
的新兴学科. 胃动
力研究与临床检
查尚缺乏可完整
了解胃运动和排
空情况的, 方便、
有效的方法. 胃动
力学的进步和发
展要求提供能全
面、准确了解胃
运动状态的多参
数同步检测与评
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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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胃在不同时
段的收缩和蠕动,
胃的容积、形态
及内容物组成状
况改变较大, 相应
的电特性变化十
分明显, 其变化规
律与胃动力学状
况相对应, 采用生
物阻抗方法可以
实现无创、高灵
敏、准确地提取
与胃动力学状况
相对应的电特性
及其变化信息, 具
有良好的发展与
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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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隔离放大

胃阻抗测量方法示意图.

图 2

电极位置.

和评价, 在操作技术上还存在不少困难, 而且
胃内气体的存在会影响声束传播, 干扰成像结
果. 体表胃电图(EGG)无创、方便, 是目前应用
较为普遍的方法之一. 如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医

meal
15

0

学部(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Chen et

al [5-18]一直采用胃电, 并与其他方法结合进行与

50

30
Time (min)

图 3

典型的阻抗法胃排空信号.

胃肠疾病相关的基础性研究, 不少工作可供借
鉴[5-18]. EGG虽然与胃收缩频率相关性较好, 可用
于研究和评价与胃节律性有关的疾病, 其直接

胃排空过程的曲线, 并从中获取到与胃收缩频率
相一致的, 2-4次/min的胃蠕动信号(图3).

与胃收缩或运动的关联性不强, 相关研究还有

在随后的研究中, Sutton et al 将阻抗法测得

待深入. 此外, 现行各种检查方法大都只能检测

的胃排空时间与染料稀释法得到的结果进行了

某一、两项指标, 难于全面、有效地反映胃肠

比较, 发现两者差别不大, 认为上腹阻抗法能反

. 胃动力

映胃内容物变化及排空过程. 此外, 他们还对食

学研究的发展要求提供能全面、准确了解胃运

物电导率和胃酸变化所导致的影响进行了考察.

动状态的多参数同步检测与评价方法.

结果表明, 对于不同电导率的定量液体食物, 阻

道动力与消化生理、病理变化规律

[19,20]

抗的变化没有一致的联系; 对同一受试者同时

2 生物电阻抗方法
生物电阻抗, 或简称阻抗测量技术, 是一种利用
生物组织与器官的电特性及其变化规律提取与
人体生理、病理状况相关的生物医学信息的检
测技术, 具有无创、无害、廉价、操作简单和
功能信息丰富等特点, 医生和患者易于接受. 胃
是人体内比较容易提取阻抗信息的器官之一,
在胃的活动期, 如胃排空或胃收缩、蠕动时, 由
于胃的形态、容积及其内容物组成情况的改变
较大, 其电特性变化非常明显. 阻抗式胃动力检
测技术是应用生物阻抗技术和现代电子学和计
算机技术, 通过体表电极连续地检测胃的运动
信号, 提取与胃动力学状况相对应的电特性及
其变化信息, 反映胃的收缩、蠕动及排空过程,
从而达到检测与评价胃动力功能的目的.
Sutton et al [21]于1985年报告了采用阻抗方法
提取胃运动信号的研究工作, 图1为其测量方法
示意图. 4只一次性ECG电极置于受试者上腹(图
2), 其中的一对激励电极输入峰-峰值为4 m A,
100 kHz的交流电流, 另一对电压检测电极用于
提取阻抗信号. Sutton采用阻抗方法得到了反映

测量pH值、电导率和阻抗, 当食物的导电性增
加时, 阻抗值和pH值下降, 阻抗和食物电导率之
间不存在线性互反关系. 他们还研究了药物对胃
排空的影响, 观察到在服用胃复安后, 阻抗法记
录的平均半排空时间显著降低. Sutton et al 的研
究工作卓有成效, 为采用阻抗方法提取胃动力信
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Familoni et al [22]于1987年将阻抗方法和胃电
测量同步进行以获得胃电活动(GEA)和胃收缩
的信息, 他们采用有限圆柱近似模型进行研究,
并进行了三维功率谱计算和相关性分析. 结果表
明, 只要合理放置电极就可以通过阻抗方法无创
伤检测胃电和胃收缩活动信息, 而且可以通过体
表胃电波形(EGG)的分析获得胃内电活动的运
动方向.
为了研究胃部阻抗信号变化的原因, Kothapalli[23]在1992年建立了一个腹部三维模型以研
究相关因素对胃阻抗的贡献, 分析了当电流激励
电极和电压检测电极位于不同的位置时, 阻抗信
号与食物容量、电阻率和胃收缩的关系. 研究表
明, 当检测电极靠近激励电极时, 阻抗信号的变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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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进食量呈正线性关系, 对于高电阻率的食

■创新盘点

技术问题之一.

物, 阻抗信号的幅度随着进食量的增加而增大;

胃动力信号具有3次/min的频率特征, 因此

而对于低电阻率的食物, 随着进食量的增加而

频谱及相关分析技术成为提取和处理胃动力信

降低. 食物的电阻率与电阻抗信号的关系是非

号的重要手段. 张锋 et al [28]在体表胃阻抗测量系

线性的. 阻抗信号的变化与远端胃环状平滑肌

统中采用以等波动法设计的线性相位有限冲击

的收缩呈线性关系, 而与食物的电阻率呈非线

响应(FIR)数字滤波器提取胃阻抗信号. 滤波过

性关系. 电极的安放位置对于胃阻抗信号的检

程分两步进行: 首先滤除心脏射血造成的干扰;

测至关重要, 研究采用了7种电极位置的组合形

第二步是消除呼吸干扰, 将胃阻抗信号分离出

式, 表明阻抗信号是电极位置和结构的函数.

来. 滤波器在长时间的测量过程中工作稳定, 性

→

在药物影响实验方面, Murphy et al

[24]

1997

能良好. Akin和Sun于2002年提出了一种基于时-

年以生物电阻抗法作为胃排空检测手段比较了

频域分析的方法[20], 可从高速采样的胃电信号中

镇痛药盐酸曲马多和吗啡对人体胃排空的影响.

提取反映胃阵发性蠕动收缩的锋电位活动信息

Nakae et al

应用电阻抗断层成像方法(EIT)对

及其时-频特性, 以评价进餐前后胃部活动情况.

年轻和老年健康人进行了胃排空测量, 试餐包

该方法用于胃阻抗信息的提取与处理也应该有

括含有和不含油脂的液体食物, 其目的是为了

类似的效果. 小波变换和分析技术也用于胃电

确定年龄对脂类胃排空的影响. 结果表明, 脂类

和胃阻抗的处理. Cintra et al [29]采用小波变换方

食物增加了老年人的胃排空延迟, 服用脂肪酶

法检测胃电解耦. 赵瑞珍 et al [30]用小波变换的方

会加速脂类食物的排空. Hadi et al [26]采用三种

法对实测的胃电信号进行低通或带通滤波, 在

不同配比(糖、脂肪、热量)的试餐, 在胃底、胃

去除餐后胃运动信号的高频噪声后, 可较精确

体和胃窦三个部位进行了电阻抗法与闪烁扫描

地计算出胃的半排空时间; 在对空腹胃运动信

法胃排空实验. 结果表明, 在胃体的测量结果能

号进行带通滤波后, 根据小波变换的多分辨特

较好地反映胃的排空特性. Giouvanoudi et al

[27]

性, 可同时滤掉基线漂移和其他高频干扰, 从而

2003年用电阻抗法与闪烁扫描法对不同受试者

在小波变换域内, 可分辨出胃运动的三相特征.

进食相同试餐后的胃排空情况进行了实验比较,

Wang et al [31]采用独立分量分析的方法, 通过建

以获取阻抗法测量胃动力的生理解释. 实验结

立的神经网络模型, 采用相应的自学习算法实

果表明, 对于相同成分不同能量的食物, 用阻抗

现信号分离, 可在干扰信号信息未知的情况下,

法测定的半排空时间小于闪烁扫描法测定的时

从含噪声的多通道E G G信号中分离出胃信号.

间. 当食物的能量增加时, 两者的差异更加明显,

其仿真和实测EGG数据分析处理结果表明, 独

提示存在附加的胃部生理过程对阻抗信号影响.

立分量方法可从呼吸干扰和随机噪声中分离出

其原因是消化过程中的胃酸分泌使胃内容物电

胃慢波信号; 当胃部包含不同频率的胃电信号

导率发生变化, 因而阻抗测量得到的半排空时

时, 可经独立分量法分离这些不同频率的信号.

间较低, 提示胃部阻抗测量还可用来估计胃酸

Irimia和Bradshaw[32]采用快速独立分量方法处

分泌.

理胃磁(magnetogastrographic, MGG)信号, 可将

[25]

MGG中的胃动、心搏、呼吸信号以及噪声分别
3 信号处理与分析

分离出来, 并对其可靠性进行了验证. Wang et al [8]

由于其他生理信号(如心电、呼吸)以及受检者

使用全新的交叉谱分析的方法分别计算了采用

体位变化等的干扰, 采集到的胃动力阻抗信号

浆膜电极和体表胃电图(EGG)的多通道胃慢波

往往是多信号的混合, 信号分离与处理难度较

记录的耦合百分比, 两者的计算结果有相关性,

大. 其中呼吸信号的频率约为12次/min, 与胃运

表明采用多通道EGG信号实现胃慢波信号解耦

动信号接近, 同属于超低频范围, 且其幅度还可

是可靠的.

能远大于胃阻抗信号, 故胃阻抗测量中的首要
干扰是呼吸干扰. 采用低通滤波可排除高频噪

4 电阻抗断层成像技术

声和心电等的干扰, 但有效分离呼吸干扰的高

电阻抗断层成像技术(e l e c t r i c a l i m p e d a n c e

阶有源低通滤波电路通常难以设计和调试. 如

tomography, EIT)是继形态、结构成像之后, 于

何在超低频段上稳定可靠的去除呼吸干扰, 有

近20 a才出现的新一代更为有效的医学成像技

效提取胃阻抗信号, 至今还是有待解决的重要

术, 具有功能成像、无损伤和医学图像监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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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机复合系统
的认识高度, 依据
胃电, 胃的运动,
形态、容积及胃
内容物组成情况
的电-机特性变化
提取整个电-机过
程的胃动力学参
数, 并联系胃肠生
理、病理状况及
其变化规律, 是采
用生物阻抗技术
建立胃动力学检
测与评价方法的
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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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文在胃动力功
能及其检测方法
的基础上, 着重
阐述了阻抗胃动
力检测方法的基
础、发展动态、
技术关键和应用
前景, 提出从电活
动-机械收缩复合
系统的高度认识
胃动力学, 将无创
伤生物阻抗方法
与同步胃电检测
相结合, 是生物电
阻抗胃动力检测
方法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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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突出优势, 代表了生物电阻抗技术的发展方

-机过程信号、并分析和评价电起搏-引导-收缩

向. 人体中, 胃是比较容易提取EIT信息的组织

-传导控制-排空整个电-机复合过程中胃动力学

与器官, 在胃的活动期, 即在食物消化期间, 由

状态及其变化信息.

于胃的收缩和运动, 其形态、体积及内容物组

在胃不同时段的运动过程中, 胃的收缩、

成情况改变较大, 电特性变化非常明显. 信号较

蠕动情况, 胃的容积、形态及内容物组成状况

大, 信息丰富. EIT以图像形式给出检测结果, 无

改变较大, 其相应的电特性变化十分明显, 信号

论在灵敏度或获取信息的数量与质量上都超过

较大, 变化规律与胃动力学状况相对应, 相关

[33,34]

普通阻抗方法

.

Mangnall et al

性强. 采用生物阻抗方法可以实现无创、高灵
[35]

1987年报道了应用EIT测

量人体胃排空和胃酸分泌的研究. 实验采用16

敏、准确地提取与胃动力学状况相对应的电特
性及其变化信息.

个沿着上腹部表面等间距排列的环形电极阵和

胃动力阻抗检测方法因其信息量大, 无损

相邻激励(激励电流为1 m A、50 k H z)、相邻

伤、操作简单, 费用低廉等优点, 已受到广泛关

测量模式, 用反投影算法获得电极所在区域阻

注, 具有良好的发展与应用前景. 但是作为一种

抗分布变化的断层图像. 他们测量进餐前后各

发展中的新技术, 胃动力阻抗信息的有效提取

相应时刻的断层图像, 以餐后第一幅图像为参

尚需继续深化以提高重复性、稳定性; 信号分

考, 计算不同时刻图像中胃部区域的阻抗变化

离与处理技术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阻抗信息与

百分比以形成胃排空曲线. 结果表明对于不同

胃动力功能间的生理和病理解释还需要与临床

受试者在服用抑制胃酸分泌的甲氰咪胺后, EIT

应用的紧密结合.

法得到的胃排空曲线与用闪烁扫描法或染料稀

从电-机复合系统的认识高度, 通过食物消

释法同步得到的胃排空曲线非常接近, 并具有

化过程中胃电, 胃的运动, 胃的形态、容积及胃

较好的重复性. 当向健康志愿者的胃内注入酸

内容物组成情况的电-机特性变化提取整个电-

性溶液时, 阻抗的变化与酸的体积和氢离子的

机过程的胃动力学参数, 结合胃肠生理、病理

浓度都有很强的相关性, 故EIT还可为总胃酸分

状况及其变化规律, 建立一种全新的胃动力学

泌提供非侵入的指示. 1988年Mangnall et al [36]还

检测与评价方法是生物电阻抗胃动力检测方法

将Sutton的阻抗测量方法和EIT方法进行了比较,

的发展方向.

结果表明, 两种方法均可跟踪胃内液体食物的
排空, 但是由于EIT方法受到人体和食物运动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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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 生物电阻抗测
量技术: 一种利用
生物组织与器官
的电特性(阻抗)
及其变化规律提
取与人体生理、
病理状况相关的
生物医学信息的
检测技术, 具有
无创、无害、廉
价、操作简单和
功能信息丰富等
特点.
2 电阻抗断层成
像技术(EIT): 继
形态、结构成像
之后, 于近20 a才
出现的新一代更
为有效的医学成
像技术. EIT以人
体组织、器官的
阻抗分布或变化
为依据, 通过配置
于人体体表的电
极系统, 提取与人
体生理、病理状
态相关的组织或
器官的电特性信
息, 具有功能成
像, 无损伤和医学
图像监护三大突
出优势.

®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年2月18日; 14(5): 470-475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wcjd@wjgnet.com

基础研究 BASIC RESEARCH

靶向 siRNA 抑制幽门螺杆菌 vacA 表达
赵 刚, 詹文华, 严燕国, 马晋平, 彭俊生, 董文广, 蔡世荣, 何裕隆

■背景资料

RNAi技术近年发
展迅速, 已成为分
子生物学研究的
主要技术手段之
一, 在人类基因
功能研究、信号
转导研究及基因
治疗方面已显示
出巨大的前景. 目
前, 利用RNAi进
行白血病、艾滋
病、乙型肝炎、
丙型肝炎的治疗
研究已取得一定
进展, 即成功地下
调了相关基因的
表达.本研究依据
RNAi原理, 观察
靶向siRNA抑制H
pylori vacA基因表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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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whether RNA interference
(RNAi) induced by small interfering RNA
(siRNA) can suppress the expression of vacA in
Helicobacter pylori.
METHODS: Five pairs of siRNA targeted vacA,
named vacA-s1, vacA-s2, vacA-s3, vacA-s4, and
vacA-s5, and one pair non-specific siRNA were
synthesized and then transferred into H pylori
using electroporation method. Before and 1, 6,
12, 24, and 48 h after electroporation, the expression of vacA gene and protein were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PCR

products were also cloned and sequenced.
RESULTS: siRNA was transformed into H pylori
with an average efficiency of 89% by electroporation. The inhibitory rates of vacA mRNA
expression in vacA-s2 and vacA-s4 transferred H
pylori were 65% and 77% at 1 h, 43% and 50% at
6 h, and 17% and 9% at 12 h,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vacA-s1,
vacA-s3, vacA-s5, and vacA-s6 transferred ones
(P < 0.05). No inhibition of vacA mRNA was
observed in vacA-s2 and vacA-s4 transferred H
pylori at 24 and 48 h. The expression of vacA
mRNA had no changes at all time points in vacA-s1, vacA-s3, vacA-s5, and vacA-s6 transferred
bacteria. The inhibitory rates of vacA protein in
vacA-s2 and vacA-s4 transferred H pylori were
26% and 17% at 1 h, 47% and 40% at 6 h, 70% and
75% at 12 h, and 33% and 30% at 24 h,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markedly higher than those
in vacA-s1, vacA-s3, vacA-s5, and vacA-s6 transferred ones (P < 0.05). There was no inhibition of
vacA protein 48 h after electroporation. After the
PCR products were sequenced, we found them
99% homologous to the reported sequence.
CONCLUSION: It is feasible to suppress the expression of vacA in H pylori by targeting siRNA
using electroporation.
Key Words: RNA interference; vacA; Helicobacter

pylori

Zhao G, Zhan WH, Yan YG, Ma JP, Peng JS, Dong WG,
Cai SR, He YL. Small interfering RNA targeted inhibition
of vacA gene expression in Helicobacter pylori.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5):470-475

摘要
目的: 观察靶向siRNA能否抑制幽门螺杆菌(H
pylori )vacA基因表达.
方法: 合成靶向H pylori vacA基因5对特异
siRNA(实验组: vacA-s 1, vacA-s 2, vacA-s 3,
vacA-s4, vacA-s5)和1对非特异siRNA(对照组).
通过电穿孔法使siRNA转化至H pylori 内, 观察
转化效率和转化1, 6, 12, 24, 48 h mRNA和蛋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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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电穿孔转化效率平均为89%. vacA-s2、
vacA-s4组在转化1 h vacA mRNA表达抑制
率达最大值, 1, 6, 12 h抑制率分别为65%
和77%, 43%和50%, 17%和9%, 24和48 h时
vacA mRNA表达无抑制效应, 与vacA-s 1、
vacA-s3、vacA-s5、vacA-s6组相比有显著差异
(P <0.05), 因为vacA-s1、vacA-s3、vacA-s5、
v a c A-s 6组转化后各时间点m R N A表达无变
化. vacA-s2和vacA-s4组在转化1, 6, 12, 24 h时
vacA蛋白表达抑制率分别为26%和17%, 47%
和40%, 70%和75%, 33%和30%, 与vacA-s1、
vacA-s3、vacA-s5、vacA-s6组相比有显著差异
(P <0.05); 转化48 h则无抑制效应. PCR产物克
隆和测序与相应报道序列比较, 同源性为99%.
结论: 靶向siRNA可以通过电穿孔法转化并
特异地抑制H pylori vacA基因表达.
关键词: RNA干扰; 空泡毒素A; 幽门螺杆菌
赵刚, 詹文华, 严燕国, 马晋平, 彭俊生, 董文广, 蔡世荣, 何裕

凝固后接种H pylori , 置于37℃ 100 mL/L O2,
50 m L/L C O 2, 850 m L/L N 2 微厌氧培养箱内
培养3 d. 胃黏膜上皮细胞株(G E S-1)购自北
京肿瘤研究所, G E S-1培养于100 m L/L胎牛
血清的D M E M高糖培养液中, 37℃ 50 m L/L
C O 2 恒温培养. 根据s i R N A基本设计原则, 利
用s i R N A序列搜索软件, 由上海吉玛公司设计
并化学合成针对H pylori N C TC11637菌株的

→

白表达的抑制率, 并将PCR产物克隆和测序.

v a c A基因(A J239564)的5对特异s i R N A和1对
非特异siRNA. 5对特异siRNA序列为: vacA-s1:
5'-GCUAGGCAUUAUUGGGUCATT-3', 5'-U
GACCCAAUAAUGCCUAGCTT-3'; vacA-s2:
5'-GCAAUGGAACAAGCUUGAATT-3'; 5'-U
UCAAGCUUGUUCCAUUGCTT-3'; vacA-s3:
5'-GCUUGAAGUGGAUAUGAAATT-3'; 5'-UU
UCAUAUCCACUUCAAGCTT-3'; vacA-s4: 5'-G
GAUAUGAAAGACGCUGUATT-3'; 5'-UACAG
CGUCUUUCAUAUCCTT-3'; vacA-s5: 5'-GGGA
CUUAUAAACUUUCAGTT-3'; 5'-CUGAAAGU
UUAUAAGUCCCTT-3'. 一对非特异siRNA序列

隆. 靶向siRNA抑制幽门螺杆菌vacA表达.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vacA-s6为: 5'-AGUGGAUUUCAACGCUAAATT

2006;14(5):470-475

-3', 5'-UUUAGCGUUGAAAUCCACUCT -3'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470.asp

并将vacA-s 1和vacA-s 6的5'-FAM荧光标记. 应
用Blast(www.ncbi.nlm.nih.gov/BLAST)在EST

0 引言
目前已发现H p y l o r i 的毒力因子有多种, 如
C a g致病岛 [1,2] 、尿素酶(u r e B) [3,4] 、空泡毒素
A(v a c A) [5,6]等, 其中能使胃上皮细胞空泡变性
的vacA是该菌重要的致病因子之一. RNA干扰
(RNA interference, RNAi)技术是利用双链RNA
(double stranded RNA)诱导的序列特异的转录
后基因沉默(posttranscriptional gene silencing,
PTGS)[7]RNAi现象广泛存在于多种生物体内[8-10],
R N A i在基因功能研究、基因调控研究和基因
治疗等领域展示了巨大的应用前景 [11-15]. 我们
依据RNAi原理, 以H pylori 的vacA基因为靶点,
用vacA高表达的国际标准H pylori NCTC11637
菌株为研究对象, 设计、筛选针对vacA基因的
siRNA片段, 观察靶向siRNA抑制H pylori vacA
基因表达.

数据库查询上述序列, 证实5对特异s i R N A序

1 材料和方法

pylori 浓度至109个/L. siRNA 11 μg溶解于5 μL

1.1 材料 国际标准H pylori NCTC11637(cagA+/

DEPC水并加入95 μL菌液中, 置于电穿孔杯内

列除v a c A基因外, 未发现与另外任何基因同
源. One step RT-PCR Kit购自Takara公司, Total
RNA Isolation Kit(GIBCO). vacA一抗为羊单抗,
二抗为鼠抗羊, 购自美国Santa Cruz公司. ECL
增强化学发光试剂盒购自美国Amersham公司.
Electroporater 2510型为Eppendorf公司. Milipore
公司超滤离心管. 细菌裂解液HNM: 10 mmol/L
Hepes, 30 mmol/L NaCl, 5 mmol/L MgCl2, pH
7.0, 10 mg/L DNA酶, 2 g/ L溶菌酶.
1.2 方法
1.2.1 电穿孔法转化及转化效率 共分为6组, 实
验组: vacA-s1, vacA-s2, vacA-s3, vacA-s4, vacA-s5,
对照组: vacA-s6. 将培养3 d的H pylori 菌落用
100 mL/L无菌冰甘油溶液冲下, 反复漂洗, 4℃
4 000 r/min离心15 min, 弃上清, 100 mL/L无
菌冰甘油重悬, 吸管吹匀, 以吸光度值来调整H

v a c A )菌株购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空

(4℃预冷), 2 500 V, 5 ms电穿孔法转化. 再将转

肠弯曲菌培养基溶于水后加新鲜脱纤维羊

化后的H pylori 置于37℃ 100 mL/L O2, 50 mL/L

血(50 m L/L), 混匀铺在无菌培养皿上, 冷却

CO2, 850 mL/L N2微厌氧培养箱内培养48 h. 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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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AM荧光标记的vacA-s1和vacA-s6经同样方
法转化, 2 mL无菌冰甘油溶液洗涤后荧光显微
镜下观察(×400倍), 每组10个视野计数发绿色
荧光的H pylori 占总H pylori 数的百分比为平均
转化效率(%), 转化效率(%) = 荧光H pylori /总H

pylori .
1.2.2 提取R N A及RT-P C R 每组分别于转化
前、转化后1, 6, 12, 24, 48 h取H p y l o r i 样
本 提 取 R N A , R T- P C R 扩 增 的 引 物 序 列 : 上
游5'-T T C A G A C T T TAT C A ATA A G-3', 下游

图 1

荧光标记siRNA转化荧光的H pylori (×400 ).

5'-TCCTGCAAAAGATTGTTTG-3', 扩增片
段长259 bp. RT-PCR反应体系: 10×One Step

脱脂奶粉的TTBS封闭1 h, 以一抗稀释vacA为1

RNA Buffer 2.5 μL, MgCl2(25 mmol/L) 5 μL,

∶1 000, 内对照vacA为1∶5 000, 4℃孵育过夜.

d N T P M i x t u r e(10 m m o l/L)2.5 μ L, R n a s e

二抗采用辣根过氧化物酶(HRP)标记的鼠抗羊

Inhibitor(40 MU/L)0.5 μL, AMV Rtase XL

抗体为1∶1 000, 室温孵育3 h, 用化学发光法

(5 MU/L)0.5 μL, AMV-Optimized Taq(5 MU/L)

(ELC)显色. 待目的蛋白检测完毕后, 1×TBST

0.5 μ L. 上游特异性引物(10 μ m o l/L)0.5 μ L,

重新洗膜, 以检测内对照A c t i n蛋白表达. 用

下游特异性引物(10 μ m o l/L)0.5 μ L, 模板

Glykobandcan4.5软件分析Actin与目标蛋白条带

RNA 2 μL, RNase Free dH2O 10.5 μL, Total

灰度比值, 确定其抑制率.

体积25 μL/Sample. 反应条件: 50℃ 30 min;

1.2.4 GES-1与H pylori 超滤液共培养 11 μg特异

94℃ 2 min; (94℃ 1 min; 52℃ 1 min; 72℃

vacA-s2和非特异vacA-s6电穿孔法转化109个/L H

1 min)×30; 72℃ 7 min. RT-PCR扩增产物经

pylori 后, 分别用超滤离心管过滤除菌并浓缩成

15 g/L琼脂糖电泳溴化乙啶染色确定. 内参选

0.1 m L, GES-1以每孔1×104细胞数分别接种

用g y r B基因(D N A旋转酶B亚单位基因), 根据

于96孔板上, 每次更换DMEM高糖培养液时均

Genbank查到的H pylori 的gyrB基因序列, 经

加入上述超滤液10 μL, 共培养1 wk后透射电

同源性分析, 设计引物为: 上游5'-C G C TA A A

镜观察GES-1超微结构变化.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

GAAAGTGGCACGAC-3', 下游: 5'-TGCGCG

胞周期相分布: 将与H pylori 超滤液共培养后的

TTTCTTCATCCAT-3'. 扩增片段长267 bp, 反

GES-1收获, PBS洗涤, 700 mL/L冰乙醇固定, 碘

应条件及体系同上. 产物取5 μ L在15 g/L琼

化丙啶染色, 流式细胞仪检测.

脂糖凝胶(含0.5 m g/L溴化乙锭)电泳, 根据内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用m e a n±S D表示,

对照g y r B基因与v a c A的RT-P C R产物的电泳

多个样本均数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条带相对强度, 用G l y k o b a n d c a n4.5软件确定

ANOVA), 多个实验组与一个对照组比较用最

m R N A的抑制率. 扩增259 b p长度的m区上
下游引物为: 5'-TCAATATCAACAAGCTC-3',
5'-CCGCATGCTTTAATGTC-3'. 采用上海博彩

小显著差法(the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
分析. 全部资料上机经S P S S 10.0软件包处理,

P <0.05为统计学上差异有显著性.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BBST)T-A克隆试剂盒将扩
增的目的片断克隆至pUCm-T载体中. 重组质粒
转化与至E.coli DH5a株并扩增, 碱变性法提取
质粒. 委托BBST公司测定插入片断的核苷酸序
列, 并与报道的核苷酸序列进行比较.
1.2.3 Western blot 电穿孔转化后1, 6, 12, 24, 48 h
各组分别取1×106个H pylori , 3 000 r/min离心
5 min, 弃上清, 加入10倍于沉淀的细菌裂解液
反复冻融3次, 15 000 g 离心20 min, 取上清液经
超滤浓缩40倍, 电泳后置120 g/L SDS-PAGE行
蛋白分离后, 电转移至硝酸纤维素膜, 50 mL/L

2 结果
2.1 转化效率 电穿孔法转化后, 在荧光显微镜
下(×400, 图1)观察发现H pylori 内出现绿色荧
光物质, 冰甘油溶液洗涤后绿色荧光亦无变化,
vacA-s1和vacA-s6电穿孔转化效率86%-95%, 平
均89%, vacA-s1和vacA-s6两组电穿孔转化效率
比较无统计学差别(P >0.05).
2.2 半定量RT-PCR结果 vacA引物的基因片段经
电泳和EB染色后, 结果显示扩增片段大小与所
设计的大小完全一致, 为229 bp. VacA-s1和va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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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刚, 等. 靶向siRNA抑制幽门螺杆菌vacA 表达

CTGATCGCACCACGAGAGTGGATTTCAAC,

gyrB vacA-s1 vacA-s2 vacA-s3 vacA-s4 vacA-s5 vacA-s6 空白

产物与报道相应序列比较, 无碱基插入或缺失
现象, 同源性为99%.
500 bp

2.4 Western blot结果 vacA-s1, vacA-s3, vacA-s5,

250 bp

vacA-s6转化后各时间点vacA蛋白表达无变化;

100 bp

vacA-s2, vacA-s4组在转化1, 6, 12, 24 h vacA蛋
白表达抑制率分别为26%和17%, 47%和40%,
70%和75%, 33%和30%(与v a c A-s 1, v a c A-s 3,

图 2

RT-PCR检测转化后VacA mRNA表达抑制率凝胶电泳.

vacA-s5, vacA-s6组比较, P <0.05), 转化48 h则无
抑制效应(图3).
2.5 GES-1与vacA-s6组转化H pylori 超滤液共培

vacA-s6 vacA-s5 vacA-s4 vacA-s3 vacA-s2 vacA-s1

120 Ku
80 Ku

养 GES-1空泡样变, 空泡几乎充满细胞质, 细胞
核固缩, 细胞出现变性、坏死, 细胞质内出现大
量溶酶体和胞内体(图4). 而vacA-s2组则无明显
上述变化. 细胞周期相分布: vacA-s2组GES-1经
流式细胞仪检测均显示以S期细胞为主, G 2/M
期细胞、G1/G0期细胞变化不明显, 而GES-1和

图 3

Western blot凝胶电泳.

vacA-s6组转化H pylori 超滤液共培养1 wk后S期
细胞明显减少(由61.2%减少到31.0%), G1/G0期
细胞显著增加(由36.0%增加到64.7%), G2/M期细
胞亦有少量增加(由2.8%增加到4.3%).
3 讨论
迄今, H pylori 确切致病机制未完全明了, 总的
说来, 主要由H pylori 产生的毒素、毒性酶及其
代谢产物(尿素酶、过氧化氢酶、黏液酶、蛋白
酶和脂多糖、生物胺等)的直接破坏作用和介导
炎症反应, 诱发宿主的局部和全身免疫反应导

图 4 GES-1超微结构变化.

致胃黏膜损伤. 目前vacA在众多毒力因子中是
被研究最多与进展最快的一种, vacA作用晚期

cA-s6各组siRNA对H pylori vacA的mRNA抑制效

胞内体上的空泡型ATP酶,一旦与目标结合反应,

应: vacA-s1, vacA-s3, vacA-s5, vacA-s6转化后各时

晚期胞内体便互相融合, 失去细胞器的功能. 另

间点mRNA表达无变化; vacA-s2、vacA-s4组在

外空泡型ATP酶被毒素刺激后, 在空泡内产生酸

转化1 h vacA mRNA表达明显抑制并达最大值,

性环境, 而环境中的一些渗透性弱碱物质, 例如

1, 6, 12 h抑制率分别为65%和77%, 43%和50%,

氨, 在酸性环境中聚集, 不能再渗透过膜, 而在

17%和9%(与vacA-s1, vacA-s3, vacA-s5, vacA-s6组

细胞器中通过渗透作用吸收水分使空泡肿胀、

比较, P <0.05), 转化24, 48 h vacA mRNA表达则

变大能够引起晚期溶酶体与晚期胞内体的融合

为无抑制效应(图2).

与积累, 并最终形成空泡, 使细胞发生空泡变性[11].

2.3 P C R产物克隆和测序结果 G G G G A AT-

我们发现GES-1与vacA-s6组在转化H pylori 超滤

GCCGCTAGGCATTATTGGGTCAAAGGC-

液共培养后S期细胞明显减少, G 1/G 0期细胞显

G G G C A AT G G A A C A A G C T T G A A G T G-

著增加, G2/M期细胞亦有少量增加. vacA抑制细

GATATGAAAGACGCTGTAGGGACTTATA-

胞增殖机制是其能够破坏上皮细胞的正常细胞

AACTTTCAGGCCTTATCAACTTTACTGGT-

骨架, 而上皮细胞的骨架对维持细胞的增殖与

GGGGATTTAGATGTCAATATGCAAAAAGC-

迁移是极重要的. Pai et al [16]发现纯化的vacA能

C A C T T T G C G C T T G G G C C A AT T C A AT G-

抑制正常兔胃黏膜细胞肌动蛋白弹性纤维的形

GCAATTCTTTCACAAGCTATAAGGATAGTG

成和打乱微管的结构, 显著减少黏着斑激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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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化与表达. 这些发现证实了vacA破坏了细
胞骨架和干扰了细胞信号转导通路. 他们又用
vacA处理胃黏膜单层上皮细胞的伤口模型, 发
现vacA抑制上皮的重新形成与细胞的增殖, 同

5

时减少Rac21蛋白的表达与分布和c3介导的Rho
因子APD的核糖化. 从而进一步证实了vacA破
坏了细胞功能与信号转导所依赖的细胞骨架[17].
RNAi技术近年发展迅速, 已成为分子生物

6

学研究的主要技术手段之一, 在人类基因功能
研究、信号转导研究及基因治疗方面已显示出
巨大的前景. 目前, 利用RNAi进行白血病[18,19]、
艾滋病

[20-23]

、乙型肝炎

[24-26]

、丙型肝炎

[27,28]

的治

疗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 即成功地下调了相关

7
8

基因的表达. 我们通过RNAi下调vacA基因及蛋
白的表达以治疗H pylori . 本研究中使用电穿孔

9

法转化, 特异和非特异的siRNA均可以成功地转
化H pylori 内, 转化率可达89%, 并可通过5'-FAM
荧光标记siRNA转化H pylori 加以证实. 在各组
不同序列siRNA中, vacA-s2、vacA-s4组在转化
1 h时vacA mRNA表达明显抑制并达最大值, 抑

10

11

制率分别为65%和77%, 两组在转化12 h时vacA
蛋白表达抑制率最大, 分别为70%和75%, 而其
他四组则无干扰效应. 尽管R N A i在其他诸多

12

实验中有着出色的表现, 但在本实验中转化效
率及抑制率尚低, 且RNAi抑制mRNA和蛋白的
表达时间作用短暂, 且并非设计的每一对特异

13

siRNA皆有干扰效应.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设计
siRNA针对H pylori vacA基因的靶位点不正确

14

所致, 且由于电穿孔法转化方式所致siRNA在H

pylori 内不能长久稳定的表达. 因此, 采用其他方

15

式进行转化, 如脂质体载体法转化、逆转录病
毒载体介导转化法等, 开发具有高转化效率、

16

高基因容量和较低毒性的新型载体是RNAi技术
应用于基因治疗关键[29,3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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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酚酸 B 对 MDA 刺激的肝星状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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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肝纤维化是慢性
肝炎向肝硬化发
展的关键, 也是治
疗的关键. 目前的
研究认为, 肝纤维
化是可以逆转的
而肝硬化则不可
逆转. 因此, 对肝
纤维化的治疗研
究是肝脏病学研
究的一个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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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研发前沿

肝星状细胞获得
增殖能力并活化
为肌成纤维细胞
是肝纤维化形成
的关键. 因此, 星
状细胞常常作为
肝纤维化形成的
关键机制研究的
重点和药物治疗
的靶点.

AIM: To investigate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salvianolic acid B (SAB)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rat hepatic stellate cells stimulated by malondialdehyde (MDA).
METHODS: Hepatic stellate cells were derived
from normal rat by in situ perfusion, digestion and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with
108 g/L Nycodenz. Then the cells were stimulated by MDA (200 mmol/L) for 2 h, and then
treated with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SAB (1
and 10 mmol/L). The proliferation of cells was
assayed by MTT incorporation, and the level of

intracellular oxidation was reflected by 2', 7'-dichlorodihydrofluorescein (DCFH).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
(PCNA) was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and
the expression of 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PDGFR)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After MDA stimulation, the optical
density by MT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of control cells (0.253 ±
0.016 vs 0.213 ± 0.004, P < 0.05). However, after
treatment with SAB, the optical density was
markedly decreased (1 mmol/L: 0.182 ± 0.006, P
< 0.01; 10 mmol/L: 0.179 ± 0.006, P < 0.01).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PCNA was notably elevated after MDA stimulation (1.72 ± 0.026 vs 1.223 ±
0.025, P < 0.01), while it was significantly downregulated by 1 and 10 mmol/L SAB (1.080 ± 0.040
and 1.066 ± 0.025, respectively, P < 0.01). MDA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PDGFRb (optical
density: 5.5 ± 0.653 vs control, 3.3 ± 0.616, P < 0.01)
and intracellular oxidative level (fluorescence intensity: 4.721 ± 0.385 vs control, 2.413 ± 0.662, P <
0.01), but 10 mmol/L SAB suppressed this effect
(2.723 ± 0.326, 3.324 ± 0.264 vs MDA, P < 0.01).
CONCLUSION: SAB can inhibit MDA-stimulated proliferation of rat hepatic stellate cells in vitro by affecting PDGF signal transduction,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the antioxidant effect of SAB.
Key Words: Salvianolic acid B; Hepatic stellate cell;
Proliferation
Wang XL, Liu P, Cui YH, Hu XD, Li BQ, Ying XP.
Inhibitory effect of salvianolic acid B on malondialdehydestimulated proliferation of rat hepatic stellate cells in vitro.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5):476-480

摘要
目的: 研究丹酚酸B的抗氧化性对大鼠肝星状
细胞(HSC)的影响.
方法: 采用原位灌注法消化大鼠肝脏, 108 g/L
Nycodenz密度梯度离心, 分离肝星状细胞, 分
别以不同浓度M D A/S A B处理细胞, M T T法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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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细胞的增殖能力, 2', 7'-二氯二氢荧光素
(DCFH)掺入反映细胞内氧化水平, Western
b l o t检测增殖细胞核抗原(P C N A)蛋白含量,
免疫组化法检测血小板衍生的生长因子受体
(PDGFR)含量.

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16,17]. 体外研究发现他可抑

结果: M D A刺激后, 细胞增殖明显增强,
MTT结果显示, 吸光度与对照组相比显著升
高(0.253±0.016 vs 0.213±0.004, P <0.05),
而1 mmol/L SAB(0.182±0.006, P <0.01)和
10 mmol/L SAB(0.179±0.006, P <0.01)均可
以显著抑制MDA刺激的HSC增殖. Western
blot显示, PCNA蛋白在MDA刺激后明显增
加(1.72±0.026 vs 1.223±0.025, P <0.01), 而
1和10 m m o l/L S A B可显著抑制P C N A蛋白
表达的升高(分别是1.080±0.040和1.066±
0.025, P <0.01). MDA可明显刺激细胞PDGF
受体的表达(5.5±0.653 vs 对照组3.3±0.616,
P <0.01), 提高HSC细胞内氧化水平(荧光强度:
4.721±0.385 vs 对照组2.413±0.662, P <0.01),
10 m m o l/L S A B则可抑制P D G F受体的表
达(2.723±0.326)和降低细胞内的氧化水平
(3.324±0.264)(P <0.01).

的抗肝纤维化效果与g干扰素的结果相似[22], 为

结论: 丹酚酸B可通过影响PDGF信号通路而
抑制体外培养HSC的增殖, 且这种抑制作用与
丹酚酸B的抗氧化作用有关.
关键词: 丹酚酸B; 肝星状细胞; 增殖周期; 丙二醛
王晓玲, 刘平, 崔云华, 胡旭东, 李伯勤, 应馨萍. 丹酚酸B对

制人皮肤成纤维细胞分泌胶原蛋白

[18]

, 也可以

抑制传一代培养的HSC(代表已活化的HSC)的
增殖及胶原生成 [19], 以及抑制转化生长因子b1
在HSC中的信号转导[20,21]. 临床研究显示, SAB
了深入研究SAB抗肝纤维化及影响HSC的机制,
我们曾以SAB作用于原代培养, 处于静止期的
HSC, 发现SAB也可抑制静止期HSC的增殖. 在
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SAB的抗氧化性与抑制原
代培养的HSC(代表正在活化的HSC)增殖之间
的关系, 以期明确SAB对正在活化的大鼠HSC增
殖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Wistar♂大鼠, 购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实
验动物中心, 普通级, 550 g左右, 普通饲料喂养,
自由饮水. SAB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从上海崇明人工栽培丹参中分离、提取、鉴定,
所用SAB均为同一批号来源. 单克隆小鼠抗大鼠
增殖细胞核抗原(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
P C N A)抗体、多克隆兔抗大鼠P D G F R-β抗体
CALBIOCHEM公司产品; 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
羊抗小鼠抗体、增强化学发光显影剂ECL, 购自
Amersham Pharmacia Biotech公司. 辣根过氧化
物酶标记羊抗兔抗体、液体DAB酶底物显色试
剂盒, 购自Antibody Diagnostica Inc公司; 其余试

M D A刺激的肝星状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剂均为国产或进口分析纯.

2006;14(5):476-480

1.2 方法 肝星状细胞的分离方法及培养方法肝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476.asp

脏原位灌流消化、Nycodenz密度梯度离心. 新
分离的HSC接种于96孔培养板中, 随机分正常

0 引言
肝纤维化是肝脏对各种慢性损伤的修复应答
过程, 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 HSC)
获得增殖能力并活化为肌成纤维细胞样细胞
(myofibroblast-like cell)被认为是肝纤维化形成
的关键, 因此HSC常作为肝纤维化治疗的靶细胞
[1-5]
. 在众多刺激HSC活化的因素中, 氧化应激的
作用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研究表明, 在四氯化
碳 [6]、酒精 [7]、二甲基亚硝胺 [8]、肝炎病毒 [9]及
铁过载[10]等引起的肝纤维化中, 均存在氧化应激
的作用. 体外细胞培养研究结果也发现, 丙二醛
(malondialdehyde, MDA)[11]、超氧阴离子[12,13]、
乙醛[14,15]等可直接刺激HSC使其活化, 促进胶原
基因的表达. 丹酚酸B(又称丹参酸乙, salvianolic
acid B, SAB)是丹参的主要水溶性成分之一, 具
www.wjgnet.com

对照组、200 mmoL/L MDA处理组、1 mmoL/L
SAB组和10 mmo/L SAB组, MDA作用2 h后
换不同浓度的SAB温育48 h, 加入MTT贮存液
(5 g/L)10 mL/孔, 继续温育4 h. 显微镜下见密
集微小蓝黑色结晶. 吸弃培养上清液, 加入酸
性(含0.04 mol HCL)异丙醇0.1 mL/孔, 轻柔振
荡溶解黑色结晶物, 酶标仪检测. 将蛋白样品
50 mg经SDS-PAGE电泳, 转膜、封闭, 一抗、
二抗温育后, ECL显影、曝光. 收集细胞爬片以
0.01 mol/L PBS冲洗, 40 g/L甲醛固定, 3 mL/L
H2O2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 加PDGFR-β抗体, 加
二抗工作液, 显色, 镜下观察, 水洗终止, 晾干.
每个样本随机选择6个视野, 显微摄像及图像分
析. 新分离的HSC接种于24孔培养板, 24 h后换
液并加药继续培养48 h后加10 mol/L DCFH[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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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CNA的Western blot结果. 1: 对照组; 2: MDA刺激组;
3: 1 mmol/L SAB组; 4: 10 mmol/L SAB组.
PCNA

b-ac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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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

本文以从大鼠肝
脏分离培养的原
代星状细胞为研
究对象, 从细胞的
整体水平研究丹
参 有 效 成 分 ——
丹酚酸B对细胞
周期的调节作用,
发现其通过影响
PDGF信号通路
而抑制体外培养
HSC的增殖, 且这
种抑制作用与丹
酚酸B的抗氧化作
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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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DGFR b的免疫组化结果. A: 对照组; B: MDA刺激组; C: MDA+10 mmol/L SAB组.

A

B

C

图 3

细胞内氧化水平. A: 对照组; B: MDA刺激组; C: MDA+10 mmol/L SAB组.

37℃温育60 min, 吸弃培养液, PBS冲洗培养孔

1 µmol/L SAB(n = 3, 1.080±0.040, P <0.01)和

3次, 荧光显微摄影, 观察细胞内氧化程度. 每个

10 µmol/L SAB(n = 3, 1.066±0.025, P <0.01)均可

样本随机选择6个视野, 显微摄像及图像分析.

抑制HSC PCNA的表达(图1), 即抑制细胞的增殖,

统计学处理 数值以均数±标准差(mean±
SD)表示, 双侧t 检验.

与MTT结果一致.
2.2 SAB对原代肝星状细胞内氧化水平和PDGF
受体β表达的影响 MDA刺激组(n = 6, 4.721±

■应用要点

丹参作为临床常
用且有效的抗肝
纤维化药物, 其有
效成分的研究也
是一个重要方面,
SAB是丹参的主
要水溶性成分之
一, 研究发现有较
好的抗肝纤维化
效果, 对其机制的
充分研究, 有望成
为抗肝纤维化新
药, 而进入临床应
用.

2 结果
2.1 S A B对M D A刺激的原代肝星状细胞增殖
的影响 MTT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n = 4, 0.213
±0.004)相比, M D A(n = 4, 0.253±0.016,
P <0.05)M T T的吸光值明显增加, 表明M D A可
刺激星状细胞的增殖, 1 µmol/L丹酚酸B(n = 4,
0.182±0.006, P <0.01)和10 µmol/L丹酚酸B(n =
4, 0.179±0.006, P <0.01)组吸光值显著降低, 表
明对经M D A刺激的肝星状细胞增殖均有显著
的抑制效果. Western blot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相
比(n = 3, 1.223±0.025)经MDA作用后细胞表达
PCNA的量明显增加(n = 3, 1.72±0.026, P <0.01),

0.385, P <0.01)与正常对照组(n = 6, 2.413±0.662,

P <0.01)比较, 荧光发光较多、较强; 经10 µmol/L
SAB(n = 6, 3.324±0.264, P <0.01)作用后, 荧光减
少、变暗(图2). 表明SAB可抑制细胞内氧化应
激, 对于MDA引起的氧化应激有一定的拮抗作
用. MDA刺激组(n = 6, 5.5±0.653)PDGFR-β的光
密度较正常组(n = 6, 3.3±0.616, P <0.01)的光密
度显著增加; 10 µmol/L SAB(n = 6, 2.723±0.326

vs MDA组, P <0.01)的光密度明显减少(图3).
3 讨论
丹酚酸B(S A B)是丹参的主要水溶性成分之一,
www.wjgnet.com

王晓玲, 等. 丹酚酸B对MDA刺激的肝星状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

是一种酚性酸成分, 具有良好的抗D-半乳糖胺
急性肝损伤和四氯化碳肝纤维化的作用, 对四
氯化碳体外损伤肝细胞有保护作用, 也可抑制
传一代培养的HSC(代表已活化的HSC)增殖及

7

8

胶原的生成 [19]. 对脂质过氧化有很强的抑制作
用, 并对自由基有一定的清除作用[16,17]. 临床上
已初步显示出具有一定的抗肝纤维化作用[22].

9

SAB结构式中的酚羟基, 可释放活性氢阻断
剂阻断脂质过氧化反应[24]. 本实验中, 脂质过氧
化产物MDA刺激后的HSC增殖明显, PCNA的表

10

达增加, SAB可抑制MDA刺激后HSC的增殖并
抑制PCNA的表达(P <0.01); 2', 7'-二氯二氢荧光
素双乙酸盐(DCFH-DA)可自由进入细胞内, 在

11

细胞内DCFH-DA被氧化成2', 7'-二氯二氢荧光
素(DCF), 产生绿色荧光(510-550 nm), 测定荧光
强度, 可相对定量细胞内氧化水平[23]. 在培养的

12

人成纤维细胞中加入MDA可增加前胶原αⅠ基
因表达和胶原产生水平[25]. Lee et al [11]的研究表
明MDA或脂质过氧化反应诱导物能明显激活静
息状态的HSC, 刺激HSC进入S期. MDA刺激后

13

的HSC, DCFH-DA在细胞内被氧化而产生荧光
强度增加, SAB可以拮抗MDA刺激产生的细胞
内氧化. PDGF是刺激HSC增殖的最强的细胞因
子[26,27], 其增殖信号通过细胞表面的受体传递到

14

细胞内, 本实验中MDA可促进PDGF受体b的表
达, 而SAB可拮抗这种作用.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
SAB可降低细胞内氧化水平, 减少MDA的产生,
并因此通过抑制PDGF受体的表达而抑制细胞

15

增殖.
总之, SAB通过减少HSC细胞内的过氧化,
抑制了PDGF信号通路, 从而抑制了体外培养的

16

原代大鼠HSC的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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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氧化应激(oxidative stress)是指
“促氧化与抗氧
化之间的平衡失
调而倾向于前者,
导致可能的损
害”. 促氧化是由
体内的各种氧化
剂来实现的, 而
最主要的氧化剂
是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ROS是指
一组含有化学性
质活泼的含氧
功能基团的化合
物; 包括含氧自由
基、氧的非自由
基衍生物、对氧
化物、氢过氧化
物、脂质过氧化
物、环氧代谢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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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丹酚酸B对
星状细胞增殖的
抑制是发展中医
药抗肝纤维化的
重要基础研究. 本
文研究了丹酚酸
B对脂质过氧化
产物MDA刺激
的肝星状细胞增
殖的抑制作用,
并初步探讨了其
可能的机制是下
调MDA诱导的
PDGFR的表达增
强, 有一定的新颖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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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第一届全国临床营养支持学术会议通知
经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批准，“第十届全国临床营养支持学术会议”将于2006-05在上海召开．本次会议
由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营养支持学组主办、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承办，主要内容为临床营养支持领域的
基础和临床实践总结．现将征文要求通知如下：
1 征文要求
请将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全文以及800字以内的中文摘要邮寄到上海市医学院路136号，上海中山医院外科吴国
豪收，邮编：200032；同时请用Email将论文全文及摘要发送到prowugh@yahoo.com.cn，注明上海中山医院
外科吴国豪收.征文请自留底稿，恕不退稿.
2 截稿日期
征文截止日期：2006-03-15.
本次会议举行优秀论文评奖活动，欢迎踊跃投稿. 会议向正式代表颁布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学分.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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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肝细胞癌细胞亚群的克隆分离及异质性机制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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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solate and characterize the heterogeneous subpopulation cells from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HCC heterogeneity.
METHODS: Tumor samples were obtained from
1 patient with HCC after surgery, and then HCC
cells were cultured in vitro by primary tissue
culture technique. Heterogeneous subpopulations were isolated by limiting dilution and their
growths were observed with the help of cell
counts. The cycle and DNA content of tumor
cell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flow cytometry.
Each subpopulation was implanted in nude mice
subcutaneously to measure the tumor forming
ability.
RESULTS: Two subpopulations of HCC cells,
LCSC-1 and LCSC-2, were derived from primary
www.wjgnet.com

tumor tissues. LCSC-1 cells show a sharp and
spindle feature, and could not form new tumor
when implanted in nude mice (0/8). However,
LCSC-2 cells were multangular in shape, with
protuberances, and could produce new tumor
(8/8). In comparison with LCSC-2 cells, LCSC-1
had stronger proliferation ability, and the double
time (18.6 ± 3.2 h vs 25.9 ± 4.7 h) and maximum
multiples (16.1 ± 1.4 vs 12.2 ± 1.6) were marked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P < 0.01). Furthermore, the ratio of cells in S and G2M phas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LCSC-1 than those for
LCSC-2 (S phase: 28.4% ± 3.3% vs 20.2% ± 1.9%,
P < 0.01; G2M phase: 25.0% ± 6.3% vs 16.6% ±
4.7%, P < 0.05).
CONCLUSION: HCC cells are heterogeneous
with respect to characteristics on morphology,
proliferation and tumorigenesis potentiality. The
heterogeneity of HCC may arise from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umor stem cells.
Key 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terogeneity; Tumor stem cells
Yan Z, Fang CH. Elementary study on subpopulation
cell isolation and tumor heterogeneity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5):481-485

摘要
目的: 通过原代培养人肝癌细胞、克隆分离
异质性亚群细胞, 探讨肝癌异质性机制.
方法: 原代培养人肝细胞癌细胞, 应用有限稀
释法对培养的肝癌细胞进行单细胞克隆分离
异质性亚群, 并应用细胞计数法测定其细胞倍
增时间及倍增数, 流式细胞仪检测其DNA含
量确定细胞周期分布, 裸鼠异体移植检测其成
瘤能力.
结果: 分离到LCSC-1及LCSC-2两个细胞亚
群. LCSC-1亚群细胞呈长梭形, 裸鼠异体移植
不能成瘤(0/8); LCSC-2亚群细胞呈多角形、
多突起, 裸鼠异体移植可成瘤(8/8). LCSC-1与
LCSC-2相比, 体外增殖能力强, 倍增时间(18.6

■背景资料

随着干细胞研究
的不断深入, 发现
干细胞和癌细胞
之间有惊人的相
似: 肿瘤可能通
常起源于正常干
细胞的转化, 相似
的信号通路可能
既调节干细胞也
调节癌细胞的自
我更新, 故癌细胞
中可能包含有肿
瘤干细胞(tumor
stem cells). 目前,
在血液瘤、乳腺
癌、脑肿瘤及前
列腺癌中, 肿瘤干
细胞研究取得了
一定的进展. 但
是, 其他实体瘤中
肿瘤干细胞的鉴
定与分离、肿瘤
干细胞特征以及
与成体干细胞的
确切关系, 迫切需
要通过实验进行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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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研究通过肿瘤
异质性亚群的克
隆分离, 研究肝脏
肿瘤干细胞存在
的可能性及其表
型特征, 为今后肝
肿瘤临床个性化
靶向治疗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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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h vs 25.9±4.7 h)和最大倍增倍数(16.1
±1.4 vs 12.2±1.6)有显著差异(均P <0.01); 而
且L C S C-1处于细胞周期S(28.4%±3.3% vs
20.2%±1.9%, P <0.01)和G 2M(25.0%±6.3%
v s 16.6%±4.7%, P <0.05)的比例明显高于
LCSC-2.

L FBS的DMEM中. 测细胞活力, 以>1×109个/L

结论: 原发性肝细胞癌中存在着异质性的肿
瘤细胞亚群, 可能来源于肿瘤干细胞的分化.

培养. 每两天半换液, 每天倒置显微镜观察. 成纤

的浓度接种于25 mL培养瓶, 50 mL/L CO2培养
箱37℃孵育. 24 h后换液, 去除未贴壁细胞, 加入
DMEM液(含10 mg/L胰岛素, 1 mmol/L谷氨酰
胺, 100 000 U/L青霉素, 100 000 mg/L链霉素,
100 mL/L FBS). 37℃ 50 mL/L CO2培养箱内静置
维细胞通过反复贴壁分离法、机械刮除法去除.
得到的为纯化的上皮样生长细胞, 每3 d传代一

关键词: 肝癌; 肿瘤异质性; 肿瘤干细胞

次.

颜政, 方驰华. 人肝细胞癌细胞亚群的克隆分离及异质性机制的

1.2.2 有限稀释法克隆培养肝癌细胞 取对数生

初步研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5):481-485

长期的第10次传代细胞用胰蛋白酶消化、离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481.asp

心、计数; 将细胞稀释成100 μL约含50个细胞,
打匀; 用20 μL移液枪吸取细胞悬液点入96孔板,

0 引言
在原发肿瘤组织中存在着不同的肿瘤细胞亚群,
这些亚群细胞具有不同的形态、表型和功能的
特征. 在所有亚群中, 只有个别的亚群细胞具有
肿瘤起始能力称为肿瘤起始细胞或肿瘤干细胞
(tumor stem cells, TSC). 正是肿瘤干细胞的存在,
才可能是肝细胞癌复发、转移及产生耐药性的
根本原因. 因此探讨其异质性机制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们原代培养人肝细胞癌细
胞, 单细胞克隆分离肝癌细胞亚群, 并对分离到
的细胞亚群进行形态学、增殖、成瘤及自我更
新能力的观察, 探讨肝细胞癌异质性机制.

每孔约2 μL, 倒置显微镜下观察, 仅向单个细胞
的孔中加入200 μL上述培养液, 然后置CO2培养
箱37℃培养. 标记单细胞培养孔, 共164孔. 待孔
内细胞增殖至大部分孔底盖满时, 经胰酶消化、
分离转种植到24孔板上扩大培养. 最后形成7个
克隆集落, 选取其中形态差别最大的两类细胞
株, 并命名为肝癌亚群细胞LCSC-1和LCSC-2.
进行以下实验. LCSC-1和LCSC-2亚群细胞继续
进行单细胞亚克隆培养.
1.2.3 细胞生长的测定 用DMEM加150 mL /L
FBS培养基将两亚群细胞分别调配成细胞数为3
×104/mL的细胞悬液, 按每皿1 mL接种于3 cm
的培养皿中, 2 d换液, 连续培养7 d, 每日各取3

1 材料和方法

皿计数, 取平均值作为结果. 每个细胞数量设3个

1.1 材料 裸小鼠(BALB/c), 雌雄兼用, 4-6周龄,

平行样, 实验重复3次, 计算平均值.

体质量10-17 g, 由南方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

1.2.4 细胞周期的检测 将处于生长期的上述

提供. 主要试剂: DMEM、胎牛血清(FBS)、谷

LCSC-1和LCSC-2细胞换DMEM加20 mL/L FBS

氨酰胺、青霉素/链霉素为美国Gibco公司产品;

培养基同步化培养24 h, 胰酶消化, 预冷至4℃,

胰蛋白酶、胶原酶Ⅵ、胰岛素为Sigma公司产品.

PBS吹打成单细胞悬液, 离心弃上清, 700 mL/L

1.2 方法

酒精4℃固定48 h, 1 000 r/min离心10 min, 弃

1.2.1 分离、培养肝癌细胞 原发性肝细胞癌组

去上清, 加入1 mL PBS及10 g/L RNase 20 μL

织取材于1例手术标本, 标本切下后10 m i n内

充分混匀, 37℃水浴45 min. PBS洗去RNase,

剪取未坏死的肝癌组织, 将组织置入含青霉素

100 μL PBS重悬, 加100 μL PI染液4℃避光染色

(100 000 U/L), 链霉素(100 000 mg/L)的无血清

1 h. FACScan流式细胞仪测定荧光强度, 激发波

DMEM培养基内, 并于1 h内处理. 组织块置于

长488 nm, cellquest分析软件进行细胞周期DNA

培养皿中, 加入DMEM液, 用眼科剪将不需要的

含量分析, 确定细胞周期分布. 实验重复3次.

血块和组织(坏死组织或结缔组织等)除去, 再用

1.2.5 肿瘤细胞亚群成瘤能力测定 调整肿瘤细

DMEM液漂洗两次后剪成约1 mm 大小. 加入

胞密度为2×106/mL, 取0.2 mL细胞悬液注射到

1 g/L胶原酶Ⅵ消化液37℃消化30 min, 细胞悬

裸鼠腋背部皮下, 观察裸鼠移植肿瘤生长情况.

液纱布过滤, 1 000 r/min 5 min离心两次, 弃上

检测: 肿瘤生长曲线. 种植后2 wk末每周测量肿

清; 800 r/min 4 min离心两次, 弃上清, 每次以

瘤的长径(a)和短径(b), 按公式V = a×b2/2计算

DMEM液重悬沉淀. 细胞沉淀重悬于含100 mL/

肿瘤体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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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同行评价

两细胞亚群生长特点及细胞周期时向分布 (n = 3)

细胞亚群

细胞生长
倍增时间 (h)

细胞周期
最大增生倍数

G1 (%)

S期 (%)

G2M (%)

LCSC-1

18.6±3.2b

16.1±1.4b

46.7±4.0b

28.4±3.3b

25.0±6.3a

LCSC-2

25.9±4.7

12.2±1.6

63.2±4.2

20.2±1.9

16.6±4.7

a

P <0.05, bP <0.01 vs LCSC-2细胞.

→
图 2

LCSC-1亚群细胞, 细胞呈梭形 (×100).

图 3 LCSC-2亚克隆子代细胞, 可见多角形及梭形两种形
态 (×100).

图 4

裸鼠成瘤.

2 结果
2.1 LCSC-1和LCSC-2亚群细胞的形态学特点 常
规培养48 h, 相差显微镜下观察, LCSC-1细胞为
梭形, 颗粒多, 生长分布不均, 突起少; LCSC-2细
胞为多角形, 体积大小不均匀, 突起多, 颗粒少,
排列致密, 单层生长(图1, 2). LCSC-2细胞亚克隆
培养, 产生的子代克隆集落出现了形态异质性
的细胞, 同样产生梭形及多角形细胞；将多角
形克隆集落转种植到24孔板扩大培养可见到同
上两种不同形态的细胞集落(图3). 而LCSC-1细
胞亚克隆培养未能产生子代细胞.
2.2 LCSC-1和LCSC-2亚群细胞的生长特点 在功
能上两亚群细胞也存在明显差异, LCSC-1细胞
较LCSC-2细胞有更短的倍增时间及更高增殖倍
数, 具有更旺盛的增殖能力. 经t 检验有显著差异

(P <0.05)(表1).

图 1

LCSC-2亚群细胞, 细胞呈多角形 (×200).

www.wjgnet.com

2.3 LCSC-1和LCSC-2亚群细胞周期检测 用流
式细胞仪测定DNA相对含量, 确定细胞周期各
时相所占的百分数. LCSC-1细胞与LCSC-2细
胞比较, 无论是S期比例, 还是(S+G2M)都高, 说
明其体外增殖能力较强. 经t 检验有显著差异
(P <0.05)(表1).
2.4 LCSC-1和LCSC-2亚群细胞裸鼠致瘤试验
结果 LCSC-2细胞皮下种植2 wk后皮下形成瘤
体, 成瘤率达100%(8/8)(图4); LCSC-1细胞种植
6 w k后皮下未见瘤体形成. L C S C-2亚克隆的
子代多角形细胞种植到裸鼠皮下, 成瘤率也达
100%(8/8); 而LCSC-2子代梭形细胞种植到裸鼠
皮下未见成瘤. LCSC-2种植瘤体积与种植时间
的关系(图5).

肿瘤干细胞概念
的提出有很长一
段时间, 但近期才
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研究从肝癌组
织中分离出具有
不同形态和生物
学特征的两种细
胞亚群, 并且两群
细胞的致瘤性也
不同, 从而证明肿
瘤细胞具有异质
性, 并认为这种异
质性可能来源于
肿瘤干细胞的分
化. 作者的研究思
路很好, 研究结果
对于揭示肿瘤发
生机制有一定的
帮助. 肿瘤干细胞
应有相关表面标
志, 如果作者能够
深入研究两种细
胞群的表面标志
的差异, 将有助于
寻找肝癌细胞的
特征性标记物. 建
议今后在这方面
能够深入展开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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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能力较强. Arnerlov et al [14]认为肿瘤细胞DNA
含量的异质性与组织形态学异质性有一定关

350
肿瘤体积 (m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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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还是(S+G2M)都高于LCSC-2, 说明其体外增

c

400

系, 而DNA含量的异质性远较组织形态学异质

300

性更早出现. 本文结果表明在组织形态学出现

250

异质性的肝癌细胞亚群中其D N A相对含量、

200

细胞周期时相分布均存在着差异, 这一结果与
Arnerlov et al 的观点是一致的. 通过亚克隆培养

150

比较LCSC-1和LCSC-2两亚群细胞, LCSC-2细胞

100

可以产生亚克隆子代细胞, 有较强的自我更新
能力, LCSC-1未形成亚克隆. 观察LCSC-2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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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6年2月18日

隆子代细胞形态发现有梭形及多角形两种细胞,
而将子代多角形克隆集落扩大培养可见到两种
不同形态的集落, 说明LCSC-2亚克隆细胞同样

LCSC-2种植瘤体积与种植时间的关系.

产生了形态异质细胞. 在癌的生物学特性中, 作
为恶性肿瘤的重要标志的成瘤能力最为关键.

3 讨论

实验证实LCSC-1和LCSC-2两亚群细胞的成瘤

肿瘤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确定有能力维持和致肿

能力存在着明显差异, 证明两亚群存在成瘤能

瘤克隆性生长的细胞类型. 大量的证据显示所

力的异质性, LCSC-2克隆子代细胞成瘤表明其

有肿瘤是克隆性生长, 来源于一个单细胞. 在大

保持母代细胞的特性. 在原发瘤中并非每个细

多数肿瘤中, 哪种细胞具有肿瘤启动功能及维

胞亚群都存在致瘤能力, 有理论[15]认为, 这些特

持肿瘤生长尚不清楚. 肿瘤具有异质性, 在原发

性也许是不同潜能的肿瘤细胞亚群与宿主组织

肿瘤细胞中存在着不同的肿瘤细胞亚群, 这些

或细胞之间, 相互作用、不断消长和选择过程

亚群具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增殖能力、不同

中使最具有成瘤能力的细胞竞争性存活和发展

的表型和染色体组型的特征 [1,2], 只有有限数量

的结果. 随着对肿瘤源细胞研究的深入, 肿瘤干

的特殊亚群细胞具有肿瘤起始能力称为肿瘤起

细胞的不对称分裂产生细胞质、细胞器不均分

[3,4]

. 因此肿瘤中不同

布, 分裂后形成两个不对称细胞的机制才可能

表型的细胞可能也来自干细胞的异常分化, 是

是肿瘤异质性的根本原因. LCSC-2株有较强致

始细胞或肿瘤干细胞(TSC)

[5-7]

. 他们的不

瘤能力及自我更新能力显示他具有干细胞的特

对称分裂产生细胞质、细胞器不均分布, 分裂

征. 肿瘤干细胞的概念产生于肿瘤细胞和干细

后形成两个不对称细胞, 其结果是维持TSC数目

胞自我更新机制的相似性[3]. 最近关于白血病、

稳定并产生肿瘤, 使细胞内DNA含量及细胞周

乳腺癌的研究发现在肿瘤组织中只有少数细胞

期时相分布产生差异[8].

具有无限增生和致瘤的潜能, 而大多数细胞只

正常干细胞遗传突变积累的结果

原发性肝细胞癌(hepatic cellular cancer,

有有限的克隆扩增和形成肿瘤的能力, 只分离

HCC)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之一, 其死亡率在所

出数量较少的细胞能够致瘤且具有明显的自我

有恶性肿瘤中居第三位. 可能正是由于肿瘤特

更新潜能[16,17].

殊亚群细胞的存在, 才是HCC复发、转移、耐
[3,9-13]

总之, 两亚群细胞在形态、增殖能力、成

. 本实验通过原代肝细

瘤性、D N A相对含量及克隆能力方面存在异

胞癌培养, 单细胞克隆分离亚群细胞. 根据显微

质性, 表明原发肝细胞癌存在异质性亚群, 只

镜下细胞形态的差异筛选鉴定了两个细胞亚

有LCSC-2亚群具有致瘤及自我更新能力, 显示

群, 分别命名为LCSC-1、LCSC-2细胞亚群. 这

LCSC-2具有干细胞特征, 肿瘤异质性可能产生

两亚群细胞在形态上有明显差异, LCSC-1为梭

于肿瘤干细胞的分化.

药形成的根本原因

形, 突起少, 表面平; LCSC-2为多角形, 体积不
均匀, 排列致密. 在功能上两亚群细胞也存在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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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普通外科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本刊讯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编辑部将于2006年7月下旬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召开“第十一届全国普通外科学术会
议”. 本次会议将围绕普通外科手术并发症与外科再手术的主题就普通外科临床与基础研究、外科并发症、以
有外科再手术等问题进行研讨. 会议邀请国内外著名外科专家, 对热点总是做专题演讲, 参会代表进行学术交流,
经验介绍、开展讨论.
1

征文内容

征文内容包括: (1)腹部外科手术并发症和外科再手术经验; (2)普通外科的新进展、新诊断、新技术、新方法、
新手术、新经验; (3)临床研究、基础研究、实验研究; 手术适应证、禁忌证问题; (4)腹腔镜手术; (5)肿瘤的放
化疗; (6)手术并发症和再手术的营养支持; (7)手术并发症和再手术的护理等.
2

征文要求

征文要求包括: (1)请将未公开发表的论文全文以及800字以内的中文摘要各1份, 并附拷贝软盘, 寄到100034北
京西城区阜内大街133号 齐老师 收, 联系电话: 010-66168321转3126, 010-66164704. (2)来稿请注明单位、作者
姓名、邮编及联系电话(请自留底稿, 恕不退稿), 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普外会议征文”字样. 参会代表将获
得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一类学分. (3)截稿日期2006年6月30日.
中华普通外科杂志编辑部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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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κB对肠缺血再灌注肝损伤P-选择素表达和中性粒细胞
浸润的作用
李英华, 田晓峰, 王真真, 张雪松, 张 峰, 金 松, 姚继红

■背景资料

肠缺血再灌注损
伤(IIR)是严重创
伤、休克等疾病
治疗过程中经常
发生的病理生理
过程, 其造成的损
伤不仅局限于肠
道本身, 并且含有
大量毒素的血液
还可引起远隔脏
器的严重损伤. 早
期研究认为许多
损伤介质直接参
与了IIR肝损伤的
发病过程. 近期研
究表明, 这些介质
的作用可受转录
因子NF-kB的调
节.
研究和探讨NFkB在IIR肝损伤中
的作用以及NFkB抑制剂脯氨酸
二硫代氨基甲酸
酯(PDTC)预处理
对IIR肝损伤P-选
择素(P-selectin)的
表达和中性粒细
胞浸润的影响有
较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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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nuclear factor-κB
on P-selectin expression and
neutrophil infiltration in liver
injury induced by intestin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 rats
Ying-Hua Li, Xiao-Feng Tian, Zhen-Zhen Wang,
Xue-Song Zhang, Feng Zhang, Song Jin, Ji-Hong Y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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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uclear factorκB (NF-κB) on P-selectin expression and neutrophil accumulation in liver injury induced by
intestinal ischemia/reperfusion (I/R) in rats.
METHODS: Twenty-four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sham operation (control, n
= 8), intestinal I/R (n = 8), and pyrrolidine dithiocarbamate (PDTC) treatment (n = 8). The rats
in I/R and PDTC group received 1 h SMA occlusion and 2 h reperfusion, and those in PDTC
group was also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with
20 g/L PDTC (100 mg/kg) 1 h before operation.

Liver histology was observed under light microscope. The level of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and
interleukin-6 (IL-6), and liver tissue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myeloperoxidase (MPO) contents were measured.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expression of liver NF-κB and P-selectin as well as
Western blot analysis of liver NF-κB were assayed.
RESULTS: Liver injury was induced by intestinal I/R, characterized as histological damage of
edema, hemorrhage and polymorphonuclear infiltration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t rise of serum
ALT (from 143.16 ± 53.02 to 192.31 ± 42.09 U/L,
P < 0.05) and AST level (from 387.46 ± 78.74 to
507.56 ± 96.26 U/L, P < 0.01). In comparison with
that in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serum IL-6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22.51 ± 6.10 to 42.85
± 7.35 ng/L, P < 0.01) in I/R group, and tissue
SOD decreased (from 244.87 ± 25.11 to 173.21 ±
16.60 U/mgprot, P < 0.01) while MPO increased
(from 2.36 ± 0.56 to 4.32 ± 0.77 U/g, P < 0.01) significantly. Strong positive expression of NF-κB
p65 and P-selectin were observed. After PDTC
administration, the level of serum IL-6, tissue
SOD and MPO were improved markedly (28.08
± 7.55 ng/L, P < 0.05; 253.45 ± 25.21 U/mgprot,
P < 0.01; 3.58 ± 0.49 U/g, P < 0.05) a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I/R group, and the expression of
NF-κB and P-selectin were weakened markedly.
CONCLUSION: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liver injury induced by intestinal through up-regulating
the neutrophil infiltration and liver P-selectin
expression. PDTC as an inhibitor of NF-κB can
prevent this injury through inhibiting NF-κB activity.
Key Words: Liver injury; Intestinal ischemia/reperfusion; NF-κB; P-selectin
Li YH, Tian XF, Wang ZZ, Zhang XS, Zhang F, Jin S, Yao
JH. Effect of nuclear factor-κB on P-selectin expression
and neutrophil infiltration in liver injury induced by
intestin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 ra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5):486-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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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核转移因子-κB(NF-κB)在肠缺血
再灌注肝损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及其对P-选
择素(P-selectin)表达和中性粒细胞浸润的影响.
方法: Wistar大鼠24只随机分成对照(Control
组)、肠缺血再灌注(I/R组)和脯氨酸二硫代氨
基甲酸酯(PDTC)治疗组(PDTC组), 每组8只. I/
R和PDTC组大鼠行肠系膜上动脉夹闭1 h再灌
注2 h. PDTC组于手术前1 h给予20 g/L PDTC
100 mg/kg ip. 观察肝组织病理学及其肝功能
变化, 检测血清IL-6, 肝组织匀浆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和髓过氧化物酶(MPO)水平. 免疫
组化法观察肝组织P-selectin和NF-κB表达并
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肝NF-κB的水平.
结果: 肠缺血再灌注诱发了肝损伤, 表现为肝
水肿、出血和炎性粒细胞浸润. 与对照组相
比, I/R组血清ALT、AST、IL-6水平明显升高
(143.16±53.02至192.31±42.09 U/L, P <0.05;
387.46±78.74至507.56±96.26 U/L, P <0.01;
22.51±6.10至42.85±7.35 ng/L, P <0.01). 肝组
织SOD活性降低、MPO含量明显升高(244.87
±25.11至173.21±16.60 U/mgprot, P <0.01;
2.36±0.56至4.32±0.77 U/g, P <0.01); 肝组
织的P-selectin和NF-κB表达增强. 采用PDTC
预处理, 与I/R组相比, 肝损伤程度减轻, 血
清ALT(128.63±38.94 U/L)、AST(462.86±
60.84 U/L)以及IL-6(28.08±7.55 ng/L)水平明
显降低(P <0.01, P <0.05, P <0.05); 肝脏氧化损
伤及白细胞浸润减弱, 表现为肝组织SOD活性
升高(253.45±25.21 U/mgprot, P <0.01)、MPO
含量降低(3.58±0.49 U/g, P <0.05), 同时伴有
肝组织中的P-selectin和NF-κB表达减弱.
结论: 肠缺血再灌注诱发肝损伤, 伴有明显的
中性粒细胞浸润和肝组织P-selectin的表达增
强, NF-κB的活化在此损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PDTC通过抑制NF-κB活性对肠缺血再灌注肝
损伤起保护作用.

IIR)造成的损伤不仅局限于肠道本身, 含有大量
毒素的血液还可引起远隔脏器的严重损伤. 通常
认为, IIR是造成MODS和SIRS的始动因素, 其引
发的MODS是临床上常见的并发症和重要的死
亡原因 [1-3]. 肝脏做为肠缺血再灌注后接受含有
毒素血液的最直接器官, 其不仅分解和代谢这些
毒素, 同时也受这些毒素的损伤并产生新的炎症
因子, 研究肠缺血再灌注肝脏损伤机制及其保护
预处理十分必要.
IIR肝损伤的机制较复杂. 早期研究认为, 再
灌注血液中的毒性氧化物质、细胞炎症因子和
化学因子直接作用到靶器官细胞是造成损伤的
主要原因, 细胞间黏附因子和中性粒细胞浸润
在IIR肝损伤中起重要作用[4-7]. 但新近研究表明,
这些介质是通过基因诱导完成的, 核转录因子
κB(NF-κB)可上调这些炎症介质的表达

[8-11]

. 我

们探讨NF-κB在IIR肝损伤中的作用以及NF-κB
抑制剂脯氨酸二硫代氨基甲酸酯(PDTC)预处理
对IIR肝损伤P选择素(P-selectin)的表达和中性粒
细胞浸润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Wistar大鼠24只, 体质量200-260 g,
由大连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提供. 随机分为3组(n
= 8): 对照组, 模型组(I/R组), PDTC预处理组. 大
鼠100 g/L水合氯醛350 mg/kg ip麻醉后, 上腹正
中切口入腹, 对照组大鼠剖腹后分离肠系膜上
动脉但不结扎; I/R组采用Megison法[12]制作肠缺
血再灌注模型, 分离并结扎肠系膜上动脉1 h再
灌注2 h; PDTC预处理组手术操作同I/R组, 术
前1 h 给予20 g/L PDTC 100 mg/kg ip. 对照组
和I/R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 再灌注2 h后处死动
物, 取血及肝组织.
1.2 方法 肝组织经40 g/L中性甲醛固定后作
4 m m石蜡切片, H E染色, 光镜下观察肝脏组
织形态学改变. 分离的血清采用O LY M P U S
AU1000生化自动分析仪进行ALT, AST活性测

关键词: 肝损伤; 肠缺血再灌注; 核转录因子κB; P选择素
李英华, 田晓峰, 王真真, 张雪松, 张峰, 金松, 姚继红. NF-κB

定. 血清IL-6的检测采用放免试剂盒(解放军总
医院科技开发中心放免所)进行检测. 肝组织超
氧化物歧化酶(SOD)和髓过氧化物酶(MPO)的

对肠缺血再灌注肝损伤P-选择素表达和中性粒细胞浸润的作

测定分别采用硫代巴比妥酸法和过氧化氢还

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5):486-490

原法(试剂盒均为南京建成生物公司产品). 肝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486.asp

组织NF-κB p65和P-selectin的免疫组化检测采
用SP免疫组化法, 5 mm石蜡切片置二甲苯中脱

0 引言
肠缺血再灌注(intestinal ischemia/reperfusion,
www.wjgnet.com

蜡, 30 mL/L过氧化氢孵育消除内源性过氧化物
酶, 正常非免疫动物血清封阻30 min, 分别滴加

■研发前沿

近年, 对肠缺血再
灌注远隔器官的
损伤中NF-kB的
作用研究越来越
多. 研究表明, 缺
血再灌注损伤后
的炎症介质和毒
素受到NF-kB的
调控, 对其机制的
研究是目前关注
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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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DTC对肠缺血再灌注大鼠血清IL-6含量的影响. 模
型组与对照组相比, aP <0.01; PDTC预处理组与模型组相比,
b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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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DTC对肠缺血再灌注大鼠血清ALT、AST水平的影响.
模型组与对照组相比, aP <0.05, bP <0.01; PDTC预处理组与
模型组相比, cP <0.05, d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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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克隆兔抗鼠NF-κB p65和P-selectin一抗(分别

6

为NeoMarkers和博士德生物工程公司产品)4℃

5

过夜. 再加入生物素标记的二抗(羊抗兔I g G抗
体)和链霉素抗生物素蛋白. DAB显色, 苏木精
复染. NF-κB的Western blot分析, 按蛋白提取试
剂盒(Pierce, Meridian Road, Rockford)说明书提
取肝组织核蛋白, 用考马斯亮蓝法(南京建成生
物技术公司产品)测定蛋白浓度. 蛋白于100 g/L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分离后转膜, 加入N F-κ B
p65(NeoMarkers公司产品)兔抗大鼠多克隆抗体
(1∶1 000稀释)4℃过夜, 加辣根过氧化酶标记
的二抗(1∶2 000稀释)37℃孵育1 h, DAB显色
3-10 min, 照片采用凝胶成像系统进行密度分析
(Kodak system EDAS120).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 采
用F 检验和q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P <0.05为差异
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肝组织病理学及血清学改变 光镜下可见I/R
组肝脏组织水肿、少量出血和大量炎性细胞浸
润. PDTC预处理组肝组织充血、水肿减轻, 仅
见少量炎细胞浸润. 肠缺血1 h再灌注2 h可引
起血清A LT、A S T水平明显升高, 和对照组相
比有显著差异(P <0.05, P <0.01). PDTC预处理组
肝组织损伤明显改善, 血清ALT、AST水平低于

模型组

预处理组

a
c

4
MPO活力(U/L)

本文首先针对肠
缺血再灌注肝损
伤中NF-kB对P选择素表达和中
性粒细胞浸润进
行了研究, 发现
肠缺血再灌注诱
发肝损伤, 伴有
明显的中性粒细
胞浸润和肝组织
P-selectin的表达
增强, NF-kB的活
化在此损伤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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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模型组

预处理组

图 3 PDTC对肠缺血再灌注大鼠肝组织SOD及MPO活性的
影响. 模型组与对照组相比, aP <0.01; PDTC预处理组与模型
组相比, cP <0.05, dP <0.01.

I/R组(P <0.01, P <0.05, 图1). I/R组的血清IL-6水
平明显升高,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 <0.01).
与I/R组比较, PDTC预处理组血清IL-6活性明显
下降(P <0.05, 图2).
2.2 肝组织MPO、SOD及NF-κB和P-selectin的
表达 I/R组S O D及M P O水平分别出现明显下
降和升高, 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差异(P <0.01,
P <0.01), 采用PDTC预处理后其水平分别较I/R
组明显升高和下降(P <0.01, P <0.05, 图3). 结果
表明, P D T C可显著抑制肠缺血再灌注时远隔
器官肝组织的白细胞浸润趋化和肝组织的ROS
生成及脂质过氧化损伤. 肝组织N F-κ B p65和
P-selectin的表达在对照组中呈浅棕色, 弱阳性表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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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4

C

肠缺血再灌注大鼠肝脏NF-κB p65蛋白表达. A: 对照组; B: 模型组; C: PDTC组.

A

B

图 5

肠缺血再灌注大鼠肝脏P-selectin表达. A: 对照组; B: 模型组; C: PDTC组.

120

C

肠缺血再灌注损伤影响最直接的器官. I I R肝

b

损伤的机制复杂, 早期研究认为许多损伤介质

100
c

IOD

80

直接参与了I I R肝损伤的发病过程, 如R O S、
N O、T N F-α、细胞黏附因子及中性粒细胞浸

60

润等直接对肝脏组织产生损伤 [5-7,13]. 近期研究

40

表明, 这些介质的作用可受转录因子NF-kB的调

20

节[8,14,15]. NF-kB是与免疫球蛋白k轻链基因增强

0
对照组

I/R组

PDTC组

子kB序列特异结合的核因子, 存在于细胞中. 由

M r50 000和M r65 000两个亚单位组成, 二者通常
与抑制蛋白IkB结合, 这个磷酸化抑制体可被继
发的泛素化(ubiquitin)而蛋白水解, NF-kB被活
化并转入细胞核, 进而转录激活目的基因. 激活

图 6

Western blot法测定大鼠肝脏NF-κB p65蛋白表达密
度值. 模型组与对照组相比, bP <0.01; PDTC预处理组与模型
组相比, cP <0.05.

的多形核白细胞和炎症因子被释放入血循环中,
与远隔脏器内的血管内皮细胞作用, 造成系统
的炎症反应[16-18]. 缺血再灌注后细胞黏附因子在

达, 主要集中于胞质中. 而模型组二者的表达不

白细胞所致的器官损伤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选

仅分布在胞质中, 在细胞核中也呈较强棕色表

择素是细胞黏附因子的一种, P-selectin的上调

达. PDTC预处理组与模型组相比, NF-κB p65和

表达与损伤部位的白细胞黏附和浸润有关[19-21].

P-selectin的表达明显减弱(图4, 5). 对照组NF-κB

有研究表明, 严重的损伤可引起P-选择素转录水

p65 Western blot分析的阳性信号较弱, 而在I/R

平的上调, 在P-selectin启动区受NF-kB反应因子

组其表达明显增强(P <0.01). 与I/R组相比, PDTC

调控, NF-kB活化可使P-selectin表达增加[22]. 而

预处理组NF-κB p65表达明显减弱(P <0.05, 图6).

MPO则主要存在于PMN中, 组织MPO活力可反
映组织PMN的积聚量, 其活性可说明PMN在组

3 讨论

织中的聚集情况[23,24].

肠缺血再灌注损伤是严重创伤、休克等疾病

PDTC是一种抗氧化剂, 其可通过选择性抑

治疗过程中经常发生的病理生理过程, 是多脏

制核因子-kB的活化, 使致炎细胞因子基因表达

器功能衰竭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 肝脏是受

受到抑制, 进而减少致炎细胞因子的释放 [25-27].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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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1 NF-κB: 核转移
因子κB, 是与免
疫球蛋白κ轻链
基因增强子κB序
列特异结合的核
因子, 存在于细胞
中. 其被活化后转
入细胞核, 进而转
录激活目的基因.
2 PDTC: 脯氨酸
二硫代氨基甲酸
酯, 是一种抗氧化
剂, 其可通过选择
性抑制核因子-κB
的活化, 使致炎细
胞因子基因表达
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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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对大鼠肠缺
血再灌注进行
了研究, 发现经
PDTC预注射后可
减弱此过程对肝
脏的病理损伤, 同
时伴有P-selectin
的表达增强及血
清某些生化指标
和细胞因子的变
化. 研究方法科
学, 结论正确, 对
肠缺血再灌注器
官损伤的保护有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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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 肠缺血1 h再灌注2 h可引起肝损伤,
表现为血清ALT、AST水平升高并出现组织病
理学改变如肝水肿、出血和白细胞浸润, 肝组
织SOD活性下降、MPO水平明显升高, 血清IL-6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这些改变与肝组织中NFkB p65和P-selectin的高表达相平行, 这表明NF-

12

13

kB的活化上调中性粒细胞浸润和P-selectin的表
达参与了IIR肝损伤的病理过程. PDTC预处理

14

后, NF-kB p65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 肝组织损
伤减轻, 血清ALT和AST、组织病理学、IL-6、
PMN浸润等均明显改善, P-selectin的表达水平
也明显下降. 说明PDTC作为NF-kB的抑制剂, 通

15

过抑制NF-kB的活化, 降低肝组织P-selectin和炎
性细胞因子IL-6的表达, 减轻了肝组织中性粒细

16

胞的浸润, 对肠缺血再灌注肝组织损伤具有明
显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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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KAI1, nm23
and P53 protein as well as their significa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gastric carcinoma.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KAI1, nm23 and
P53 protein were detected by SP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gastric atypical hyperplasia (n =
65), gastric carcinoma (n = 74) and normal gastric tissues (n = 22).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s of KAI1 and nm23
protein expression were decreased with the
malignancy of gastric tissues, and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between normal gastric tissues, atypical hyperplasia and carcinoma
(KAI1: χ2 = 20.885, P < 0.001; nm23: χ2 = 29.133,
P < 0.05), while the positive rate of P53 protein
expression was in the opposite tendency (χ2 =
21.954, P < 0.001). The expression of KAI1, nm23
and P53 protein were notab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pth of invasion, lymph nodes metastasis
www.wjgnet.com

and vessel invasion (χ2 = 20.885, P < 0.001; χ2 =
29.133, P < 0.05; χ2 = 21.954, P < 0.001), but they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the age and gender of
patients. Besides, the expression of KAI1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at of nm23 (r = 0.859, P <
0.05), but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at of P53 (r =
-0.859, P < 0.05).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also
found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nm23 and P53 (r
= -0.874, P < 0.05).
CONCLUSION: Loss expression of KAI1 and
nm23 and over-expression of P53 ma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rogression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rcinoma.
Key Words: Gastric carcinoma; KAI1; nm23; P53;
immunohistochemical
Liu ML, Liu B, Xing CP, Chen YW. Expression of
KAI1, nm23 and P53 in gastric carcinoma and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5):491-496

摘要
目的: 探讨正常胃黏膜、不典型增生胃黏膜
及癌组织中KAI1、nm23及P53蛋白的表达.
方法: 应用SP法免疫组化检测22例正常胃黏
膜, 65例不典型增生胃黏膜及74例胃癌组织中
的KAI1、nm23及P53蛋白的表达.
结果: 正常胃黏膜、不典型增生胃黏膜及
胃癌组织中, K A I1和n m23阳性率呈降低趋
势, 组间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χ 2 = 20.885,
P <0.001; χ 2 = 29.133, P <0.05); P53蛋白阳性
表达率呈增加趋势, 组间差异性有统计学意
义(χ 2 = 21.954, P <0.001). Fisher精确概率检
验显示:在胃癌组中不同的浸润深度、有无
淋巴结转移和脉管侵犯组内KAI1、nm23及
P53组阳性表达率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χ 2
= 20.885, P <0.001; χ 2 = 29.133, P <0.05; χ 2 =
21.954, P <0.001); 而在年龄、性别组间的差异
性无统计学意义.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显示
KAI1与nm23表达呈正相关(r = 0.859, P <0.05);
KAI1与P53表达呈负相关(r = -0.859, P <0.05),

■背景资料

目前文献中罕见胃
癌组织中KAI1、
nm23、及P53相互
作用机制的报道,
胃癌中P53蛋白高
表达的意义仍不
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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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研究通过对胃
癌组织中KAI1、
nm23、及P53表
达的检测和分
析发现抑癌基因
KAI1与nm23的缺
失以及P53蛋白的
过表达可能是胃
癌发生、发展及
浸润和转移的重
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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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免疫组化采用SP法. 将制好的组织切
片, 经二甲苯脱蜡, 梯度乙醇脱水后行免疫组化

结论: 抑癌基因KAI1与nm23的缺失以及P53
蛋白的过表达可能是胃癌发生、发展及浸润
和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胃癌; KAI1; nm23; P53; 免疫组织化学

染色. 采用高压锅高温抗原修复后, 余步骤按试
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DAB显色, 苏木精复染,
中性树胶封固. PBS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鼠
抗人KAI1单抗为美国Pharmingen公司产品, 克
隆号50F11. 链菌素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酶(SP)

刘茗露, 刘斌, 邢传平, 陈一伟. 胃癌组织中KAI1、nm23及P53

试剂盒、即用型一抗nm23、P53试剂由北京中

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5):491-496

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491.asp

K A I1蛋白阳性为胞膜上及胞质中出现棕
褐色颗粒. 阴性对照为PBS代一抗. nm23阳性表

0 引言
胃癌是消化道肿瘤中最常见的一种, 也是我国
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近年来在恶性肿瘤癌
基因研究中不少学者提出多种基因协同作用假
说. 认为在肿瘤发生发展和转移的各阶段, 至少
有两个以上功能不同的癌基因各自发挥不同作
用, 并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配合, 协同促进了组
织的癌变及转移. 其中胃癌的发生就具有多阶
段、多因素的特征. KAI1及nm23被认为是抑癌
基因, 但在胃癌转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尚未阐
明. P53蛋白正常功能丧失的最主要方式是基因
突变, 突变型P53蛋白不但丧失了抑癌活性, 反
而具有促进恶性转化的功能, 由抑癌基因转为
原癌基因[1], 胃癌细胞中P53蛋白积聚的临床意
义仍不确切 [2]. 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S P法检测
K A I1、n m23及P53在正常胃黏膜、不典型增
生胃黏膜及癌组织中的表达, 以探讨在胃癌发
生、发展、转移浸润过程中肿瘤转移相关基因
和转移抑制基因的作用及其关系.

达位于细胞质内. P53蛋白阳性为细胞核内出现
棕褐色颗粒. 采用双盲法对每张切片在高倍镜
(×400)下计数10个视野, 首先按染色强度评分,
无染色为0分, 浅黄色为1分, 棕黄色为2分, 棕褐
色为3分; 再以阳性细胞所占百分比评分, 阴性
为0分, 阳性细胞≤10％为1分, 11%-50%为2分,
51%-75%为3分, >75%为4分. 染色强度计分与阳
性细胞百分比评分之和>2者为免疫组化阳性.
统计学处理 采用S P S S l0.0统计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包括χ 2 检验、F i s h e r精确检验及求
Spearman相关系数.
2 结果
2.1 KAI1、nm23及P53蛋白在不同胃组织中的
表达 KAI1蛋白表达为腺上皮细胞膜出现棕黄
(褐)色颗粒, 伴胞质部分有棕黄(褐)色颗粒沉着.
在正常胃黏膜组织中KAI1蛋白呈强阳性表达(图
1A); 与正常胃黏膜比较: 高分化胃癌上皮细胞
表达明显减弱(图1B), 中分化胃癌上皮细胞表达
呈弱阳性(图1C), 低分化胃癌组织中仅见少数散

1 材料和方法

在上皮细胞呈弱阳性表达(图1D). 说明正常胃黏

1.1 材料 65例不典型增生胃黏膜及74例胃癌均

膜组织中KAI1阳性率(81.8％, 18/22)高于胃癌组

来自兰州军区总医院2004-08/2005-07病理科存

织(43.2%, 32/74). 组间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χ2 =

档石蜡包埋标本. 65例不典型增生胃黏膜, 包括

10.111, P <0.001). P53蛋白在胃癌细胞核内出现

轻度不典型增生20例, 中度不典型增生21例, 重

黄(棕)色颗粒沉着. 正常胃黏膜组织中仅见少数

度不典型增生24例. 胃癌组包括男性49例, 女性

散在上皮细胞呈弱阳性表达; 中度不典型增生胃

25例, 年龄30-84岁, 中位年龄62岁. 所有标本术

黏膜组织中上皮细胞呈阳性表达(图2A); 低分化

前均未行放疗和化疗, 胃癌组织包括高分化腺

胃癌组织中上皮细胞表达较中度不典型增生胃

癌21例, 中分化腺癌24例, 低分化腺癌21例, 黏

黏膜组织中明显增强(图2D); 中分化胃癌上皮细

液细胞癌8例; 其中淋巴结转移阳性组36例, 淋

胞表达呈阳性(图2C), 高分化胃癌上皮细胞表达

巴结转移阴性组38例; 有脉管侵犯者25例, 无脉

呈强阳性(图2B). 说明正常胃黏膜组织中P53阳

管侵犯者49例; 所有标本均经40 g/L福尔马林固

性率(18%, 4/22)低于胃癌组织(70.2%, 52/74), 其

定, 常规石蜡包埋, 4 µm厚切片, 分别进行HE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8.930, P <0.001). nm23

免疫组化染色. 同时取距离肿瘤组织>5 cm的胃

在正常胃黏膜及不典型增生的黏膜腺上皮细胞

黏膜22例作为正常黏膜.

胞质中表达为阳性(图3A), 其阳性表达率呈递减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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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同行评价

不同胃黏膜组织中KAI1、 nm23及P23蛋白的表达情况

临床病理指标

n

正常胃黏膜

22

胃黏膜不典型增生

KAI1
阳性数(%)

nm23

P53

阴性

阳性数(%)

阴性

18 (81.8)

4

19 (86.3)

3

4 (18.0)

65

50 (76.9)

15a

52 (80.0)

13c

12 (18.4)

53e

轻		

20

17 (85.0)

3

18 (90.0)

2

3 (15.0)

17

中		

21

17 (80.9)

4

20 (95.0)

1

2 (9.0)

19

重		

24

16 (66.7)

8

14 (58.3)

10

7 (29.1)

17

42

30 (40.5)

i

52 (70.2)

22k

g

44

阳性数(%)

阴性
18

胃腺癌

74

32 (43.2)

高分化		

21

13 (61.9)

8

14 (66.7)

7

14 (66.7)

7

中分化		

24

12 (50.0)

12

11 (45.8)

13

15 (62.5)

9

低分化		

21

5 (23.8)

16

4 (19.0)

17

18 (85.7)

3

黏液细胞癌

8

2 (25.0)

6

1 (12.5)

7

8 (100.0)

0

各组内比较 a,c,e,g,i,kP <0.05.

表 2

胃癌组织中KAI1、 nm23及P53蛋白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KAI1

n

临床病理指标

nm23

阳性数(%)

阴性

阳性数(%)

P53
阴性

阳性数(%)

阴性

年龄(岁)
< 45

34

16 (47.0)

18

18 (52.9)

16

20 (58.8)

14

≥45

40

21 (52.5)

19

25 (62.5)

15

30 (75.0)

10

男

49

21 (42.8)

28

21 (42.8)

28

34 (69.3)

15

女		

25

11 (44.0)

14

9 (36.0)

16

18 (72.0)

7

黏膜内

25

15 (60.0)

10 a

13 (52.0)

12c

10 (40.0)

15f

肌层		

23

11 (47.8)

12

13 (56.5)

10

16 (69.5)

7

浆膜外

26

6 (23.0)

20

5 (19.2)

21

26 (100.0)

0

无		

38

24 (63.1)

14 g

22 (57.8)

16i

19 (50.0)

19 l

有		

36

8 (22.2)

28

8 (22.2)

28

33 (91.6)

3

无		

49

24 (49.0)

25m

26 (53.0)

23o

28 (57.1)

21x

有		

25

6 (24.0)

19

9 (36.0)

16

24 (96.0)

1

性别

浸润深度

淋巴结转移

脉管侵犯

各组内比较 a,c,g,I,m,oP <0.05; f,l,xP <0.001.

趋势, χ2检验显示正常胃黏膜、不典型增生胃黏

KAI1、nm23及P53在不同浸润深度胃癌组内、

2

在有无淋巴结转移胃癌组内及在有无脉管侵犯

= 29.133, P <0.001). 各组内KAI1及nm23蛋白阳

组内表达的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χ 2 = 20.885,

性表达率依次递减, 但各组内差异性无统计学意
义. P53在正常胃黏膜及不典型增生组织腺上皮

P <0.001; χ 2 = 29.133, P <0.05; χ 2 = 21.954,
P <0.001), 在年龄及性别组内表达的差异性却无

细胞质中为阴性表达, 在胃癌细胞质中基本为阳

统计学意义, 这可能是病例数太少所致, 有待于

性表达, 其阳性表达率在正常胃黏膜、不典型增

今后增大样本量继续研究.

膜及胃癌(图3B-D)组间差异性有统计学意义(χ

2

生及腺癌组织中呈递增趋势, χ 检验显示组间差

2.3 胃癌中K A I1、n m23及P53表达的相关性

异性有统计学意义(χ = 21.954, P <0.001)(表 1).

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显示KAI1及nm23表达

2.2 K A I1、n m23及P53蛋白在胃癌中的表达

呈正相关(r = 0.859, P = 0.000 6), nm23与P53蛋

2

2

见(表2). 经χ 检验和F i s h e r精确概率法检验,
www.wjgnet.com

白表达呈负相关(r = -0.859, P = 0.000 9), KAI1与

该研究标本量较
大, 所选指标相关
性、创新性佳, 有
一定的科学及临
床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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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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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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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KAI1蛋白的表达. A: 正常胃黏膜组织中呈强阳性表达 (SP×200); B: 高分化胃癌组织的表达 (SP×200); C: 中等分化胃
癌组织中的表达 (SP×200); D: 低分化胃癌组织中的表达 (S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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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53蛋白的表达. A: 中度不典型增生黏膜组织中的阳性表达 (SP×200); B: 高分化胃癌组织中表达 (SP×200); C: 中等
分化胃癌组织中表达(SP×200); D: 低分化胃癌组织中 (SP×200).

P53表达呈负相关(r = -0.874, P = 0.000).

自从1995年首先报道KAI1基因以来, KAI1
基因在不同肿瘤中的转移抑制作用已有报道[3].

3 讨论

体外研究证实, 该基因表达的降低可使细胞-细

胃癌的发生、发展涉及多个基因突变的过程及

胞基质的黏附力改变及细胞间相互作用降低.

[2]

多种分子遗传学改变 . 近期研究表明, KAI1和

K A I1基因在绝大部分恶性肿瘤中起抑制肿瘤

nm23基因在多种肿瘤中对转移有抑制作用.

转移作用, 与肿瘤的分化程度、转移、预后显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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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nm23蛋白的表达. A: 正常胃黏膜组织中呈强阳性表达 (SP×200); B: 中度不典型增生黏膜组织中 (SP×200); C: 高分
化胃癌组织中 (SP×200); D: 低分化胃癌组织中 (SP×200).

著相关, 可作为肿瘤预后指标[4,5]. Hinoda研究证

nm23阳性表达率降低; 伴有淋巴结转移的胃癌,

实, 在正常胃腺体中有丰富的KAI1 mRNA和蛋

nm23的表达降低, 这表明nm23参与胃癌发生、

白表达. 胃癌组织中也有KAI1的表达, 但阳性

发展过程, 其蛋白表达随着浸润深度的增加呈

率较低, 且KAI1低表达与胃癌的发展、分期有

递减趋势. 这表明nm23对胃癌的浸润性生长具

关. Lee et al 研究也表明, 胃癌预后差与KAI1

有抑制作用, 并可作为预测胃癌转移及判断预

低表达有关. 但Lee et al [8]等研究发现, 在正常胃

后的指标之一.

[3]

腺体及胃癌组织中K A I1m M R A表达无统计学

p53基因是目前公认的重要抑癌基因[11,12]. p53

差异. 本研究表明, KAI1在正常胃组织中呈阳性

基因分为野生型和突变型两种类型, Lee et al [8]

表达81.8%(18/22); KAI1在胃癌中的阳性率为

研究表明P53蛋白过表达与胃癌的预后密切相

43.2%(32/74), 与Hinoda et al 研究的结果相似, 但

关, 其阳性率越高则肿瘤的恶性程度越高, 分化

与患者年龄、性别无关. 由此可见, KAI1可以抑

程度越低. 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SP法, 使用P53

制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转化以及癌细胞的浸

单克隆抗体测定74例胃癌及22例胃正常组织中

润和转移.

P53的表达情况. 结果发现, 正常胃组织中很少

nm23是目前肿瘤转移抑制基因的代表, 其

有P53蛋白表达18%(4/22), 而在74例胃癌中P53

活性与肿瘤增生过程及转移有关. 一般认为

阳性率为70.2%(52/74), 并且P53表达与胃癌分

n m23表达在人类多种肿瘤中与淋巴结转移有

期、分级有关. 本研究表明P53过度表达与肿瘤

相关性, 而与组织学分级的关系各家报道不一

的分化、浸润、转移有关.

[6]

. 近年来很多文献报道, 在一些肿瘤的发生和

肿瘤的进展与转移是多基因共同作用的结

进展过程中, nm23的表达水平是降低的, 但又有

果. 本研究提示胃癌组织中抑癌基因及原癌基

一些研究发现, 在诸如肺癌、膀胱癌、喉癌、

因间可能组成了复杂的肿瘤抑制及促进网络,

胃癌等很多恶性肿瘤中, nm23表达的蛋白量是

任何一种蛋白的功能异常, 均可使肿瘤细胞获

[7-10]

, 因此表明nm23与肿瘤的关系是相当

得自主生长优势, 促进恶性肿瘤细胞的浸润和

复杂的. 本研究发现: 在胃正常组织中有较高的

转移. 对胃癌患者进行KAI1, nm23及P53蛋白检

nm23阳性表达86.3%(19/22), 随胃癌分化程度的

测有可能成为临床判断胃癌分化程度、浸润深

降低, nm23的表达率降低; 随胃癌浸润深度增加,

度及转移潜能的重要指标.

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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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全军普通外科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本刊讯 由解放军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主办,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承办的“第十届全军普通外科学术会议”拟
定于２００６年７月在福州举行. 会议采用院士论坛、专题报告等形式, 对普通外科近年来的新技术、新方法
及发展趋势进行介绍和讨论. 欢迎军内外普通外科医师参加会议.
1 征文内容
征文内容: 有关普通外科疾病的诊断、治疗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及护理内容.
2 征稿要求
征稿要求包括: (1) 要求中文全文(4000字以内)及摘要(500字以内)各1份. 稿件请寄软盘(Word 格式), 欢迎用电
子邮件方式投稿. (2) 来稿请注明单位、作者姓名、邮编及联系电话(请自留底稿, 恕不退稿), 请在信封左下角
注明“会议征文”字样.
来稿请寄: 邮编: 350025 福建省福州市西二球路156号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普通外科 王烈收. E-mail地址: www.
fzptwk@public.fz.fj.cn 传真: 0591-83796855, 电话: 0591-24937077, 军线: 0611-97077, 959770. 联系人: 王烈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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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24融合蛋白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其对人小肠癌细胞的生
长抑制作用
瞿少刚, 张秀萍, 陈 群, 刘 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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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IL-24 gene
expression vector and
inhibitory effect of IL-24 fusion
protein on growth of human
intestinal carcinoma cells

and GST protein, and the proliferation of HIC
cells was measured by MTT assay.
RESULTS: Restriction enzyme diges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combinant prokaryotic
expression vector pGEX-KG-IL-24 was constructed successfully and expressed stably in
E. coli. The relative molecular mass (Mr) of the
expression products was 53 000(GST-IL-24) and
29 000(GST), respectively, which was identical with the predictive value. GST-IL-24 fusion
protein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HIC cells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 manner, and the
inhibitory rates for 20 and 40 mg/L were obviously higher in fusion protein-treated cells than
those in GST-treated c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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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construct a recombinant expression
vector of human interleukin-24 (IL-24) gene
and express it in E. coli, and to investigate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IL-24-GST fusion protein on
the growth of human intestinal carcinoma (HIC)
cells.
METHODS: The human IL-24 cDNA fragment
was amplified from plasmid TRAP-hIL-24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then cloned
into the prokaryotic vector pGEX-KG, and expressed inductively as a fusion protein in E. coli.
The expressed GST-IL-24 fusion protein was purified via GST-Sepharose 4B Column and identified by SDS-PAGE and Western blot. In vitro
cultured human HIC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ST-IL-24 fusion protein
www. wjgnet. com

CONCLUSION: The recombinant expression
vector pGEX-KG-IL-24 is constructed successfully and expressed as a bioactive fusion protein
in E. coli. GST-IL-24 fusion protein inhibits the
growth of HIC cells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 manner.
Key Words: Interleukin-24 (IL-24); Prokaryotic expression; GST-IL-24 fusion protein; Human intestinal carcinoma cells
Qu SG, Zhang XP, Chen Q, Liu F. Construction of IL-24
gene expression vector and inhibitory effect of IL-24
fusion protein on growth of human intestinal carcinoma
cell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5):497-501

摘要
目的: 构建人白细胞介素-24(IL-24)基因的表
达载体并在大肠杆菌中表达. 研究IL-24融合
蛋白对人小肠癌细胞(HIC)的生长抑制作用.
方法: 用PCR从质粒TRAP-hIL-24中扩增人
IL-24 cDNA片段, 并将该片段插入pGEX-KG
原核表达载体中, 实现插入基因的融合表达.
用SDS-PAGE和Western blot对表达产物进行鉴
定. 提取并纯化IL-24融合蛋白, 以不同浓度与
HIC细胞共培养72 h, 同时设立相应浓度梯度
的GST蛋白组、HIC细胞对照组及空白孔, 采

■背景资料

白细胞介素24
(interleukin-24,
IL-24)具有许多
独特的抗肿瘤作
用, 比如特异性地
诱导肿瘤细胞凋
亡, 抑制肿瘤血管
的形成, 能独立于
p53, Rb基因抑制
肿瘤细胞生长以
及抗瘤谱广, 副作
用小等. 将IL-24
基因克隆到复制
缺陷型腺病毒中,
转染至多种肿瘤
细胞, 可抑制肿瘤
生长, 促进肿瘤细
胞凋亡, 但IL-24
抗肿瘤的机制还
没有完全研究清
楚, 其在肿瘤细胞
生理过程中的作
用机制仍待阐明.

498
■创新盘点

目前对肿瘤细胞
抑制作用大多是
通过病毒转染而
获得的, 没有重组
蛋白注射和共同
孵育的资料. 有关
IL-24对人小肠癌
细胞(HIC)的作用
国内外还未见报
道. 本研究将IL-24
cDNA插入至原核
表达载体pGEXKG中, 并在大肠
杆菌中表达, 得到
了具有生物学活
性的GST-IL-24融
合蛋白, 为进一步
分析利用纯化重
组蛋白研究IL-24
抗肿瘤活性的机
制及进一步用于
临床治疗肿瘤奠
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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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MTT法检测各组人小肠癌细胞的体外增殖.
结果: 酶切结果证实, 成功地构建了p G E XKG-IL-24原核表达载体, 并在大肠杆菌中获
得稳定的表达, 表达产物的相对分子质量(M r)
同预期值相一致, 融合蛋白为M r53 000, GST
蛋白为M r29 000. IL-24融合蛋白以浓度依赖
性的关系抑制HIC细胞的生长, 并且在20和40
mg/L时的抑制率明显高于GST蛋白.
结论: 成功地构建了重组表达载体pGEX-KGIL-24, 并在E.coli BL21中表达. IL-24融合蛋白
对HIC细胞生长有抑制作用.
关键词: IL-24; 原核表达; GST-IL-24融合蛋白; 小
肠癌细胞系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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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肠癌细胞 (HIC) 的生长抑制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含有人I L-24 c D N A的质粒T R A PhIL-24[14], 由Dr. Zhong-Jia Tan和Dr. Peng Liang
(Vanderbilt University)惠赠. 原核表达载体
pGEX-KG、受体菌E. coli BL21(BlysS)及人
小肠癌细胞系H I C均为本室保存. Ta q D N A
聚合酶、限制性内切酶、T4 D N A连接酶、
蛋白分子质量标准, 均购自M B I公司. 异丙基
硫代β-D半乳糖苷(I P T G)为A m r e s c o公司产
品. Gluthathion-Sepharose 4B亲和层析柱购自
Pharmacia公司. 兔抗GST抗体由本室制备. HRP
标记羊抗兔IgG购自Promega 公司.
1.2 方法

瞿少刚, 张秀萍, 陈群, 刘仿. IL-24融合蛋白表达载体的构建及

1.2.1 引物的设计与合成 根据GenBank人IL-24

其对人小肠癌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

基因的序列(NM006850)设计引物, 上游引物为:

14(5):497-501

5'GCGGATCCAATTTTCAACAGAGGCTG-3',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497.asp

含有Bam H Ⅰ酶切位点; 下游引物为: 5'CGCTC
GAGTCAGAGCTTGTAGAATTTCTG-3’, 含有

0 引言
白细胞介素24(interleukin-24, IL-24)又称黑色
素瘤分化相关基因-7(melanoma differentiationassociated gene-7, MDA-7), 主要表达于脾、胸
腺、外周血白细胞等免疫组织和分化的黑色素
细胞, 其他组织细胞可被诱导表达. 人IL-24是用
差减杂交的方法从IFN-β和mezerein诱导的人黑
色素瘤细胞cDNA文库中筛选到的. 该基因在诱
导分化的黑色素瘤细胞中呈高表达, 并能促进
黑色素瘤细胞分化, 因此最初命名为MDA-7[1].
由于MDA-7是一种小分子的糖蛋白, 因其结构
的相似性、序列的同源性以及具有细胞因子样
特征, 因而于2002年被命名为IL-24[2]. 人IL-24由
7个外显子和6个内含子组成, 有1个编码206个
氨基酸的完整开放读码框架, 表达的蛋白的M r
为23.8 ku. 将IL-24/MDA-7基因克隆到复制缺陷
型腺病毒中构建表达载体Ad-mda7, 转染至多种
肿瘤细胞中, 可抑制肿瘤生长, 促进肿瘤细胞凋
亡 [3,4], 如可诱导黑色素瘤、神经胶质细胞瘤、
乳腺癌、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宫颈癌、骨肉
瘤、鼻咽癌、前列腺癌等[5-12]多种肿瘤细胞的凋
亡, 抑制肿瘤的生长. 重组IL-24作为一种新型有
希望的抗肿瘤药物, 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3].
鉴于IL-24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们成功地构
建了IL-24的原核表达载体并在大肠杆菌中诱导
其表达, 提取并纯化IL-24融合蛋白, 研究其对人

Xho Ⅰ酶切位点. 引物由上海博亚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合成.
1.2.2 目的基因的扩增与纯化 以插入人IL-24完
整编码区基因的质粒TRAP-hIL-24为模板, 采
用上述引物从编码人I L-24 N端第2个氨基酸
的核苷酸开始进行PCR扩增, 并使人IL-24基因
与GST基因处于同一阅读编码框架. 扩增反应
的条件为; 95℃预变性2 min, 以95℃变性36 s,
57ºC退火36 s, 72℃延伸1 min 24 s, 25个循环
后, 再于72℃延伸5 min. PCR产物以12 g/L琼脂
糖凝胶电泳进行鉴定. 将目的条带切下, 用DNA
回收试剂盒回收纯化.
1.2.3 重组质粒pGEX-KG-IL-24的构建与鉴定
将纯化的PCR产物和载体pGEX-KG用Bam H
Ⅰ和X h o Ⅰ双酶切后, 分别回收酶切产物, 在
T4 DNA连接酶作用下定向将IL-24基因片段与
pGEX-KG连接, 以连接产物转化入DH5α感受
态细菌, 在LB(Amp+)培养基中筛选培养. 挑取
阳性克隆, 培养后小量提取质粒, 用Bam HⅠ和

Xho Ⅰ双酶切筛选阳性重组质粒并送交上海华
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序.
1.2.4 重组质粒在大肠杆菌中的诱导表达及鉴定
将鉴定成功的重组质粒D N A转化感受态细菌

E.coli BL21, 在LB(Amp+)培养基中筛选培养. 挑
取阳性克隆, 用Bam HⅠ和Xho Ⅰ双酶切鉴定,
将含有重组表达质粒的E.coli BL21在LB(Amp+)
www. wjgnet.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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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电转移至硝酸纤维素膜上, 用封闭液(含
50 g/L脱脂奶粉的TBST)室温振荡封闭2 h. 依
次滴加兔抗GST抗体(室温反应1 h)及HRP标记
羊抗兔IgG(反应同上), 用二氨基联苯氨(DAB)
底物液显色后, 观察结果.
1.2.6 IL-24融合蛋白对HIC细胞体外增殖作用
的测定 人HIC细胞在含100 mL/L胎牛血清的
RPMI 1640培养基中培养传代4次至对数生长

图 1 重组质粒pGEX-KG-IL-24的酶切鉴定. 1: pGEXKG-IL-24 Xho I单酶切; 2: pGEX-KG-IL-24 Bam H I单
酶切; 3: pGEX-KG-IL-24 Bam H I/Xho I双酶切; 4: IL-24
PCR 产物; 5: pGEX-KG Bam H I单酶切; 6: DNA marker.

期, 调整细胞浓度为1.5×105/L, 向96孔细胞培
养板中每孔加入200 μL. 表达纯化的GST-IL-24
融合蛋白过滤除菌后分别加入96孔细胞培养板
中, 使终浓度分别为5.0, 10.0, 20.0, 40.0 mg/L,

ku

1

2

3

同时设立相应浓度梯度的GST蛋白组、HIC细
胞对照组及空白孔, 各浓度梯度及对照组均设

97. 4
66. 2

6个复孔. 置于37℃ 50 mL/L CO2条件下培养72
h后, 用MTT法测定A 570nm值, 计算不同浓度GST-

45
31

IL-24融合蛋白及GST蛋白对HIC细胞生长的抑
制率.

21. 5
14. 4

对照组平均A 值－实验组平均A 值
细胞生长抑制率＝

×100%
对照组平均A 值

图 2
GST-IL-24融合蛋白的SDS-PAGE分析. 1: Protein
Marker; 2: GST-IL-24融合蛋白; 3: GST蛋白.
ku

1

2

53

29

图 3 GST-IL-24融合蛋白的Western blot分析. 1: GSTIL-24融合蛋白; 2: GST蛋白.

培养液中, 于37℃振荡培养过夜. 以10 mL/L接种
于LB(Amp+)培养液中, 于37℃培养至A 600nm约为
0.6时, 加入1 mmol/L IPTG, 于30℃继续诱导培
养4 h. 离心收集菌体, 经超声碎菌后, 提取融合
蛋白, 通过Gluthathion-Sepharose 4B亲和层析柱
进行纯化. 将纯化融合蛋白进行SDS-PAGE(浓缩
胶浓度为50 g/L, 分离胶浓度为120 g/L)分析后,
用考马斯亮蓝R250染色4 h, 用甲醇－冰醋酸脱
色液脱色后观察结果.
1.2.5 Western blot分析 将表达产物经SDS-PAGE
www. wjgnet. com

2 结果
2.1 重组原核表达载体 pGEX-KG-IL-24的鉴定
将重组质粒pGEX-KG-IL-24用Bam HⅠ、Xho
Ⅰ分别进行单酶切及双酶切, pGEX-KG的大小
为5.0 kb, 扩增产物IL-24基因的大小为0.6 kb,
线状重组质粒pGEX-KG-IL-24的大小为5.6 kb,
说明重组质粒大小正确. p G E X-K G-I L-24经
Bam HⅠ及Xho Ⅰ双酶切后, 分成5.0 kb和0.6 kb
两个片段, 同预期值相符, 表明目的基因已正确
插入pGEX-KG载体中(图1). 阳性重组质粒测序
结果与GenBank人IL-24基因的序列完全一致.
2.2 GST-IL-24融合蛋白的表达与鉴定 以重组
质粒转化感受态E.coli BL21, 挑取阳性克隆后
进行酶切鉴定. 将经IPTG诱导表达的产物纯化
后, 用SDS-PAGE分析. 结果表明, 在M r53 000处
有1条明亮带, 同预期的目的蛋白的M r相符, M r
29 000处条带为融合蛋白GST-IL-24受细菌内
蛋白酶的作用而降解产生的GST蛋白(图2). 将
纯化的融合蛋白GST-IL-24经SDS-PAGE后, 电
转移至硝酸纤维膜上, 用抗GST抗体检测显示,
在M r53 000处有1条明显的带, M r 29 000处为
GST蛋白(图3).
2.3 IL-24融合蛋白对HIC细胞体外增殖的作用
与G S T蛋白组相比, 20.0 m g/L、40.0 m g/L
GST-IL-24融合蛋白作用72 h后, HIC细胞的生

■应用要点

IL-24能抑制多种
肿瘤细胞生长并
诱导肿瘤细胞凋
亡, IL-24 相关生
物疗法将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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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蛋白的HIC细胞生长速度明显低于加入GST

■

蛋白的对照细胞.

50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生产的一些重组细胞因
40

抑制率(%)

差减杂交(subtractive hybridization): 实验样品
的cDNA称为tester(含有目的基
因), 对照样品的
cDNA称为driver,
微量的tester和过
量的driver在合适
的条件下杂交, tester中和driver中
相同的基因杂交
子就被除去, 在tester中独特的基因
被富集, 通过PCR
方法扩增出来, 得
到差减库, 扩增产
物可以通过T载体
直接克隆和测序
分析. 然后探讨两
个相关组织或两
个关联过程中基
因表达差异的情
况, 筛选基因组特
异片段. 通过该方
法可以获得某些
基因在某一样品
中表达, 而在对应
的样品中不表达
或表达量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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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如干扰素、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及IL-2等,

■

作为药物治疗肿瘤、造血障碍及感染等疾病已

30

收到良好疗效, 成为新一代的药物. 细胞因子作
为人体自身成分, 可调节机体的生理功能, 在很

20

低剂量即可发挥作用, 因而疗效显著, 副作用相

■

10
0

对较小. 本研究结果提示IL-24融合蛋白对肿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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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生长有较明显的抑制作用, 将来可作为
一种辅助治疗方法, 与手术切除、放疗、化疗
联合应用, 防止肿瘤复发.

图 4 GST-IL-24融合蛋白对HIC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

长明显受到抑制, 抑制作用呈浓度依赖关系(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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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技论文总数连续三年世界第五
本刊讯 2004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于2005-12-06在北京揭晓,与上一年度相比, 我国科技论文SCI论文数
增长15.2％, 论文被引用篇数和次数分别增长4.4％和4.3％. 更可喜的是, 在过去十年间, 我国论文被引用数已
排在世界第14位, 与上一年同一数据相比,位次提高了4位.
据介绍, 2004年度《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索引》(EI)和《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共收录
我国作者的论文111 356篇, 比上年增加93 352篇, 增长率为19.3％. 我国科技论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6.3％, 较上
年增加1.2％, 连续3年保持在世界第5位, 前4位国家是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根据生物医学专家的建议, 今
年在统计中新增加了美国《医学索引》(MEDLINE)检索系统, 该系统是当今较权威的生物医学文献检索系统,
我国大陆75种期刊被收录其中.
2004年度我国国内论文最多的学科仍是临床医学, 基础医学名列第六. 国内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科也是
临床医学, 基础医学名列第五. 国际被引用论文篇数, 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名列第八和第九.由于综合大学并校,
高校论文产出前20位排名榜中已不见了医学院校, 但在MEDLINE收录的高等院校排名中, 仍可看到医学科技
论文对综合大学论文排名的贡献. 2004年排在SCI收录论文数第一的医疗机构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解放军总
医院在国内论文被引用次数、国内论文数和国际国内论文总数三个统计项目中, 均名列医疗机构第一.
在同时公布的第四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中, 22种医药卫生类期刊榜上有名. [摘自《健康报(记者张荔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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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酶活化受体 (PARS) 在肝纤维化中的调节作用
顾小红, 房殿春
■背景资料

我国是肝炎病毒
感染高发地区, 由
肝炎病毒感染等
引起的肝纤维化
和肝硬化等严重
肝脏疾病, 给国
家、社会和家庭
带来了巨大负担,
研究肝纤维化和
肝硬化等的发病
机制和防治措施
刻不容缓.

顾小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
究所消化科 重庆市 400042
房殿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消化科 重
庆市 40003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中青年基金, No.200543
通讯作者: 顾小红, 400042, 重庆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
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消化科. guxh68@eyou.com
电话: 023-66690688
收稿日期: 2005-09-10 接受日期: 2005-09-30

泌或旁分泌方式作用于靶细胞受体而发挥生物
学效应, 构成肝纤维化的主要细胞学基础, 经由
H S C活化而转化成肌纤维母细胞并产生大量的
网状纤维而促成肝纤维化的形成. 我国慢性肝
病发病率高, 由此引起的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等给
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因此进一
步探讨肝纤维化形成机制, 以期发现能阻断肝

摘要
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 HSC)激活
并转化为肌纤维母细胞并分泌细胞外基质
(ECM)成分是肝纤维化发生、发展的核心环
节, 肝损伤是引发肝纤维化的始动环节. 蛋
白酶激活受体(protease activated receptors,
PARS)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家族成员,他可通过
介导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ERK1/2)信号转导通路, 引起
细胞核反应, 激活多种细胞转录因子, 参与调
节肝纤维化过程中HSC细胞增殖、分化和分
泌大量细胞外基质, 促使肝纤维化的发生和发
展的方法, 寻找通过抑制蛋白酶激活受体以期
发现能阻断肝纤维化的形成和发展, 逆转已形
成的肝纤维化, 将为肝纤维化的治疗提供新的
理论基础.
关键词: 肝星状细胞; 肝纤维化; 蛋白活化受体

纤维化的形成和发展的方法, 逆转已形成的肝纤
维化, 成为了当今肝病研究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难
题. 我们就蛋白酶激活受体(protease activated
r e c e p t o r s, PA R S )通过对信号通路M A P K、
ERK1/2的调节和干扰，及对HSC增殖、收缩、活
化及胶原合成和释放的调节作用作一综述, 探讨
PA R S 在肝纤维化形成中的作用, 为肝纤维化新
治疗靶位的筛选提供研究基础.

1 肝纤维化形成的基础
1.1 胶原蛋白在肝纤维化中作用 肝纤维化是细
胞外基质成分的蓄积, 细胞外基质系由纤维性
蛋白(胶原蛋白、弹性蛋白)、蛋白多糖等复合
糖和纤维连接蛋白、板层素以及玻联蛋白等
具连接功能糖蛋白所构成, 其中以胶原蛋白为
基本结构, 含量最多[1]. 肝组织中胶原蛋白主要
是Ⅰ、Ⅲ、Ⅳ、Ⅴ、Ⅵ型, 成纤维性胶原蛋白

顾小红, 房殿春. 蛋白酶活化受体(PARS)在肝纤维化中的调节作

Ⅰ、Ⅲ型可达80%-95%, 肝硬化时尤为增加,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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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正常的6倍. 按结构和功能特点分为三类: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502.asp

间质胶原(包括Ⅰ、Ⅱ、Ⅲ型)、基膜胶原Ⅳ型
和细胞外周胶原Ⅴ型[ 2-6].

0 引言
肝纤维化为肝组织内的基质蓄积状态, 是肝硬
化的病理组织学基础. 各种病因(如病毒感染、中
毒、缺血/淤血、寄生虫、铜铁异常沉积等)所致
的慢性炎症和/或肝损伤后组织修复过程中的反
应, 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以胶原为主要成分的细胞
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各种成分增
多, 降解相对不足而过量沉积. 活化的肝星状细
胞(HSC)及再生的肝细胞、Kupffer细胞、窦内皮
细胞、自然杀伤细胞( N K细胞)等在炎症、毒素
等刺激下产生某些免疫介质和细胞因子, 以自分

胶原蛋白作为肝纤维化和结缔组织中的主
要成分, 其细胞来源一直是肝纤维化研究的热
点和重点. 研究表明, 胶原蛋白可由多种细胞
产生, 如HSC、肝细胞、内皮细胞等, 而HSC是
ECM, 尤其是胶原蛋白的主要来源[4,7,8]. HSC在
炎症刺激下, 转化为能表达a-平滑肌动蛋白的肌
纤维母细胞, 合成许多ECM成分如胶原蛋白、
蛋白多糖、纤维连接蛋白、层黏连蛋白、内动
蛋白、腱蛋白和透明质酸[9,10]. 细胞培养和免疫
组化均证实HSC能产生Ⅰ、Ⅲ、Ⅳ胶原. Northern杂交实验分离的HSC中胶原有Ⅰ、Ⅲ、Ⅳ型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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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mRNA存在[9, 11-13].

谢物或激素样物质控制着细胞的生长, 当然一

2 PARS对肝HSC的调节
2.1 PARs的组成 凝血酶(凝血因子Ⅱ)是由肝脏
合成, 主要以酶原形式存在于血液中的一类丝
氨酸蛋白酶, 他与细胞膜上的特异性受体结合
而发挥作用, 由于其能够激活血小板、促进凝
血, 人们很早就试图通过抑制凝血酶而降低血
栓性疾病的发生率, 但是单纯应用凝血酶抑制
剂无疑会带来严重的全身反应, 因此凝血酶受
体及其特异性抑制剂的开发就成为研究重点.
1991年, 第一个凝血酶受体的基因序列首次公
布, 他是一个G蛋白偶联受体, 由于他具有极为
特殊的激活方式, 称为蛋白酶激活受体1(protease activated receptor 1, PAR1)[40-42]. 通过分子克
隆技术发现的PARs成员共有4个, 分别为PAR1,
PAR2, PAR3和PAR4, 其中PAR1、PAR3和PAR4都
是凝血酶受体, 而PAR2为胰酶受体. 编码人类以
及小鼠PARs的基因结构相似, 均为双外显子, 第

旦这种平衡被破坏, 尤其是HSC受刺激后, 则将

一个包括5’端非翻译序列、起始密码子和信号

触发胶原蛋白生成的级联, 形成肝纤维化的细

肽, 第二个编码成熟的受体蛋白, 中间为长度从

正常肝结缔组织中, 胶原蛋白Ⅰ型分布在门
脉管道及肝静脉壁, Ⅲ型在门静脉及肝窦, Ⅳ
型在胆管及基底膜, Ⅴ型在汇管区和窦周, Ⅵ
型在汇管区的非纤维成分 [14]. Ⅰ、Ⅲ型胶原是
纤维间隔的重要成分, 均参与肝内网状支架的
构成 [12,15-17] ; Ⅳ型与层黏连蛋白一起构成细胞
与肝细胞之间的功能性基底膜; Ⅵ型在正常肝
细胞中含量甚少, 其组成微纤维细丝, 形成弹
性网, 使血管、神经和胶原固定于环绕的结缔
组织, 或使大的胶原纤维相互连接在邻近细胞
表面的整合素受体上[18].
正常情况下, HSC、肝细胞、内皮细胞等产
生胶原的作用被阻滞的, 并且纤维母细胞也极
少[19, 20-22]. 这是因为正常肝内存在细胞-细胞和细
胞-间质的相互平衡机制, 即各种细胞产生的代

[9, 23-25]

胞基础

.

0.25 kb至14 kb不等的一段内含子. PAR1, PAR2,

1.2 肝纤维化的细胞因子调控 肝纤维化形成不

PAR3基因都紧密定位于染色体的同一位置, 总

仅以结缔组织增生为特征, 而且是由一些可溶

长度不超过80 k b, 人类为5q13, 小鼠为13d2,

[26-27]

. 细胞因

PAR4基因则相距较远, 人类为19p12, 小鼠为8b3.

子可以影响产生ECM的细胞数量, 特别是能使

以人类PAR4蛋白结构为例, 该受体为一含有387

H S C激活并转化为肌成纤维母细胞. 以往研究

个氨基酸残基的单链蛋白, 与PAR1, PAR2, PAR3

发现参与肝纤维化重要的细胞因子有TGF-a、

的氨基酸同源性为33%, 氨基端外侧17个氨基酸

T G F-b及T N F等, 其中T G F-b是促肝硬化的关

残基为信号肽, 凝血酶结合后切割位置在精氨

键性因子, 在整个肝硬化网络系统中起枢纽作

酸47和甘氨酸48之间[43-46].

用, 他可强力促进HSC、Kupffer细胞分泌大量

2.2 PAR S的激活、失活和功能 PAR S为典型的

ECM, 促进PDGF等促肝硬化因子分泌, 抑制肝

跨膜7次的单链G蛋白偶联受体, 凝血酶或胰酶

细胞再生, 诱导肝细胞凋亡, 抑制基质金属蛋白

识别受体后与受体膜外的氨基末端相结合, 并

酶(MMP)合成, 促进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切下部分氨基末端(约30-40个氨基酸残基), 从

性的介质如细胞因子调控介导的

[28]

(TIMP)合成, 使ECM降解减少 . TGF-b既能增

而暴露出另一新的末端, 该末端的6个氨基酸与

强转录, 肝纤维化过程中TGF-b基因表达可增加

受体膜外的第2个环进行分子内结合, 真正激活

10倍之多, 又能增加转录后mRNA的稳定性而促

PAR及其偶联的G蛋白, 引起相应的细胞内信号

进胶原蛋白基因转录, 体外实验发现, TGF-b处

传导过程[39,47]. 如果用-9切割后的新末端序列相

理肝细胞24 h后, Ⅰ型前胶原mRNA水平增加13

同的多肽片段直接刺激PAR, 就能够在保持受体

倍, 此即通过转录后调节机制起作用. TGF-b与

结构完整的前提下激活受体[47-48]. 人工合成的对

PDGF相协调则促进HSC增殖, 特别是在促进转

应于不同PAR的PAR激活肽(PAR-activated pep-

[29-32]

. 转化

tide, PAR-AP)已经被广泛应用于PAR的各项研

的HSC既有旁分泌作用, 又有自分泌功能而释放

究, 他们能够在体内外重复相应配体的所有作

TGF-b, 进一步加强HSC合成和分泌胶原蛋白.

用. 已知4种人类PAR的PAR-AP序列如下: PAR1,

但除了TGF-b与PDGF在肝纤维化过程中发挥重

NH2-SFLLRN; PAR2, NH2-SLIGKV; PAR3, NH2-

要作用外, 尚有蛋白酶活化受体(PARS)等在肝纤

TFR-GAP; PAR4, NH2. GYPGQV.

化和细胞外基质形成上具有重要作用

[33-39]

维化中也起着重要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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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都是基本一致的. 当被配体激活之后, 受体会

双重磷酸化能力的蛋白激酶, 是介导细胞外信

引发相应的细胞内信号传导过程, 该过程迅速

号引起细胞核反应的重要信号系统, 激活MAPK

被受体磷酸化终止, 然后受体被内吞入胞, 去磷

信号转导通路的细胞外信号主要有促分裂信

酸化, 与配体解离, 再重新循环至细胞表面等待

号和细胞应激信号两类, 前者主要包括生长因

下一次激活. 这种机制既保证了单一刺激不会

子、血管紧张素, 主要激活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持续产生效应, 又使细胞在任何时候都有足够

(ERK-1、ERK-2)的活化, 将信号从细胞外传递

的完整受体以准备接受下一次刺激. PARs的特

到细胞核内, 使许多转录因子的某些氨基酸残基

殊性在于, 配体结合后对其氨基末端的切割是

磷酸化而活化, 启动HSC的增殖和分化[53,58-60]. 如

不可逆的, 同时新的氨基末端的分子内结合也

果抗PAR1处理则可干扰通过MAPK、ERK-1和

是不可逆的. 当PARs激活后, 与其他受体相似,

ERK-2通路引起的肝纤维化.

也会被迅速磷酸化并内吞入胞. 但是, 绝大部分

PAR2基因于1994年首先在小鼠中克隆出来,

激活后的PARs将被溶酶体消化降解, 而不是再

1995年人PAR2基因克隆成功. 6肽序列SHGRL-

[46,47]

循环利用

.

NH(小鼠)或SHGKV-NH(人)可激活PAR2. PAR2

人体内几乎所有细胞都有不同类型PAR S的

在气道舒张、结肠功能和皮肤代谢方面有其独

存在与表达, 其生理功能非常广泛, 包括诱发凝

特的作用特别是在消化系统中, 研究发现PAR2

血反应、促进细胞分裂与增殖、释放炎症介质

表达在多种动物的平滑肌内, 如大鼠的小肠、

或细胞因子调控局部炎症反应、收缩子宫、胃

小鼠胃底和豚鼠的胃、结肠等, 其活化参与多

肠道和气道平滑肌、调节血管张力等. 激活PAR

种功能等[61-63]. 作为胰蛋白酶的受体, PAR2存在

能够刺激胞浆磷脂酶C、A和D, 激活蛋白激酶

于人肥大细胞上, 而且PAR2激动剂已经被发现

C、有丝分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和酪氨酸

能够激活大白鼠腹腔肥大细胞, 所以也有可能

蛋白激酶, 暂时升高胞浆游离钙离子的浓度, 开

具有激活人肥大细胞的能力[51-52,64]. 研究发现肥

放细胞膜离子通道, 并促进细胞生长[49-53, 68-69].

大细胞类胰蛋白酶可以激活肥大细胞PAR2 , 使

体外研究发现G-蛋白偶联受体-蛋白酶活

肥大细胞呈现出自身放大的脱颗粒机制, 即肥

化受体(PAR S)在HSC增殖、活化为纤维母细胞

大细胞具有通过类胰蛋白酶对激活的信号进行

表型和合成分泌胶原蛋白起重要作用, 由凝血

自我放大的能力的假说.

酶介导的通过蛋白酶活化受体(PARs)的激活作

PAR 2激动剂不仅能够激活肥大细胞, 而且

用可引起胶原蛋白在肝脏的沉积, 导致或加重

还能刺激皮肤角化细胞分泌IL-8. 近来的研究还

肝纤维化的形成. PARs通过裂解细胞外区域的

表明, PAR2缺陷鼠与野生型对照鼠相比, 前者的

NH-2末端序列, 暴露一氨基酸末端序列, 此氨基

外科创伤后炎症发生较迟, 说明PAR2参与创伤

酸序列可作为系联配体, 在分子内与受体结合,

性炎症的发生过程. PAR2激动剂的上述功能以

触发HSC增殖、活化的跨膜信号, 通过对PAR1

及PAR2所具有的介导胰蛋白酶引起嗜酸性粒细

缺陷性老鼠的研究, 发现PAR1是主要的凝血酶

胞激活的作用, 表明PAR2还参与变态反应性炎

介导的前炎症和原纤维化效应受体[53-55].

症的发生过程[65-66].

凝血酶受体-PA R 1不仅参与了人肝脏的纤

PA R 2 是胰蛋白酶和肥大细胞胰酶的受体,

维化发生, 在实验性的肝损伤后肝纤维化形成

体外研究也发现肝纤维化动物模型中HSC表达

中也起重要作用. 免疫组化和原位杂交均证实

PAR2和PAR2 mRNA增加, PAR2可刺激肝HSC的

PA R 1主要表达在正常肝脏的肝窦状隙内皮下.

增殖、活化和分泌胶原蛋白, 从而触发和加重

其表达可上调急性和慢性肝损伤, 提示PAR1在

肝纤维化的形成[67]. PAR1拮抗作用可减少鼠肝

肝组织的重构和结瘢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用

硬化模型中PAR2的表达, 提示了在肝纤维化形

抗PAR1处理肝HSC可抑制许多细胞内信使物质,

成中不仅PAR可相互调整, 而且用抗PAR1抑制

[50,57]

.

肝HSC活化可调整PARs的表达. 但是至今在肝

凝血酶受体的活化可引起Shc磷酸化, Shc变成磷

纤维化模型中仍未发现有效的选择性的PA R 2

酸化的酪氨酸和含Grb2的复合体, 导致衔接子

抑制剂. 拮抗PA R 1 能减少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Shc)易位到有Ras定位的质膜上. Ras可触发丝

(MCP)的产生, 此可限制肝脏微环境炎症改变.

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级联. MAPK是一组

肝HSC可被炎症介质激活, 抑制MCP和其他细

分布于细胞质中具有丝氨酸(Ser)和酪氨酸(Tyr)

胞因子激活可中断在肝HSC活化中的自动放大

干扰由凝血酶所介导的其下游的信号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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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作用.
肝硬变是由纤维化发展而致, 在慢性肝病
中, HSC必须呈活化的表型, 包括增殖、收缩, 及
伴随趋化作用和细胞因子的合成和释放胶原的
能力[70-71]. 因此设想HSC激活是通过微环境的转
化而完成, 此过程又是通过PDGF和TGF-b、肝

13

14

细胞和先前活化的HSC产生的胶原纤维所释放
的活性氧中间产物所促成的. 甚至肝硬化病人

15

凝血酶、胰蛋白酶和肥大细胞胰酶表达的增加
和HSC对凝血酶、胰蛋白酶和肥大细胞胰酶的
暴露触发许多效应器, 效应器(HSC)能增殖、收
缩和合成胶原. 但至今在体内PARs调整肝HSC
活性和胶原沉积的相关作用尚不清楚.
探讨PA R S 对肝纤维化信号通路M A P K、

16
17

ERK-1和ERK-2的调节和干扰作用, 可以对肝纤
维化形成过程中PAR S对肝HSC的作用和胶原合
成、分泌各环节有一深入的认识, 为开发PAR拮

18

抗剂, 使其有望成为慢性肝病中预防肝纤维化
的新的治疗策略提供理论基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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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发展与肝转移的差异蛋白质组研究进展
李占霞, 张国锋
■背景资料

大肠癌是临床最
常见的恶性肿瘤
之一, 由于术后
局部复发和转
移, 其整体治疗水
平不尽人意. 肝
转移是大肠癌根
治性切除后死亡
的主要原因. 所
以, 早期预测和
诊断肝转移对于
提高大肠癌患者
生存率,改善预后
有重要意义. 自
1994 年Wilkins和
Wi l l i a m s 提 出 蛋
白质组(Proteome)
后, 以其为核心的
技术的快速发展
使大肠癌患者的
早期预测和诊断
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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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大量统计资料表明, 大肠癌作为临床最
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
增高. 肝脏是大肠癌最常见、最易发生的转移
器官. 肝转移是大肠癌根治性切除后死亡的主
要原因. 所以, 早期预测和诊断肝转移对于提
高大肠癌患者生存率, 改善预后有重要意义.
差异蛋白质组研究(又称功能蛋白质组研究)
利用蛋白质组研究技术, 对正常大肠黏膜组
织、大肠癌原发灶、大肠癌邻近组织、大肠
癌肝转移灶、血浆或血液、组织液和尿液进
行蛋白分子代谢产物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并与
正常人蛋白代谢谱进行对照分析, 可以发现大
肠癌中特有的小分子代谢物, 进一步探讨大肠
癌肝转移的发生机制, 观察由多基因事件引起
的多蛋白质组分整体变化, 从整体上寻找潜在
的药物靶点并且通过肿瘤标志物进行大肠癌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防止其发展与转移.我们
主要就大肠癌发展与肝转移的差异蛋白质组
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及成果进行了初步的回
顾和总结.
关键词: 结肠直肠肿瘤; 肝转移; 蛋白质组
李占霞, 张国锋. 大肠癌发展与肝转移的差异蛋白质组研究进
展.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5):508-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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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Proteome(蛋白质组)这一概念源于“Protein”
与“G e n o m e”的杂合, 是1994年Wi l k i n s和
Williams提出的, 指“一种基因组所表达的全套
蛋白质”. 目前定义为由单个细胞、器官或组
织类型所表达的全部蛋白质. 蛋白质组学作为
一门应用大规模蛋白质分离和识别技术研究蛋
白质组的学科, 是对基因组所表达的整套蛋白
质的分析. 其内容包括识别各种蛋白质, 确定他

们在细胞内外的定位、修饰、相互反应、活性
以及功能, 并对由此获取的数据进行数据库构
建, 以及进行相关分析技术的研究. 主要分为三
个方向：(1)建立蛋白质组或亚蛋白质组及其蛋
白质组连锁群; (2)以重要生命过程或重大疾病
为对象进行重要生理病理体系或过程的差异蛋
白质组学研究(又称功能蛋白质组研究); (3)蛋
白质组学支撑平台和生物信息学的研究. 其中
差异蛋白质组不仅对于细胞增殖、分化、异常
转化、肿瘤形成的研究, 肿瘤生物学标志物的
筛选鉴定, 肿瘤的早期诊断和分类有重要意义,
还将促进肿瘤发展和转移的机制的探索、为进
一步筛选治疗肿瘤的药物提供有效的靶蛋白,
因此差异蛋白质组学已成为肿瘤研究的最前沿
领域[1].

1 大肠癌肝转移概况
大肠癌是临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是导致
癌症死亡的第三位疾病, 由于术后局部复发和
转移, 其整体治疗水平仍不尽人意, 术后5 a生
存率仍在50%-55%之间. 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
即为大肠癌肝转移[2].
肝脏是大肠肿瘤最常见、最易发生的转
移器官. 据报道: 美国每年新发现的大肠癌中
1/4-1/3病例属于晚期, 即T N M分期的Ⅳ期. 其
中, 发生肝转移者占50%-70%. 1990年患结直肠
癌死亡的人数为6.1万, 而近4万人死于肝转移.
在初次就诊时, 已转移患者中最主要的转移器
官是肝脏. 约60%的患者在第一次确诊大肠癌时
就存在有转移灶. 而在原发病灶手术切除后5 a
内, 还可以有50%患者发生肝转移. 大肠癌肝转
移若不经任何治疗, 平均生存期仅为6-10 m o.
上述情况充分说明大肠癌肝转移的预后是较差
的. 并且绝大多数患者确诊时肝转移灶已经较
大或多发, 与大血管关系密切, 仅较少患者适合
手术治疗[3].
因此, 进行差异蛋白质组学的研究, 找到影
响肿瘤转移的关键分子, 然后针对性地设计药
物抑制肿瘤的转移是目前治疗大肠癌的趋势.
www.wjgnet.com

李占霞, 等. 大肠癌发展与肝转移的差异蛋白质组研究进展

2 大肠癌肝转移形成的机制
大肠癌肝转移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连续多步骤的
过程, 涉及癌细胞和宿主之间多因素的作用. 主
要包括: (1)癌细胞之间的黏附力降低, 癌细胞
表面电荷密度增加, 相互排斥力增大, 细胞容易
移动, 从而导致癌细胞从原发部位脱落; (2)癌细
胞在自身或间质细胞分泌的蛋白水解酶如肝素
酶、胞浆素、弹力蛋白酶、尿激酶的作用下降
解新生血管的基底膜、基质和正常细胞, 进入门
静脉系统并在循环系统中存活; (3)循环中具有
高转移潜能的癌细胞在一些运动因子或归巢因
子及其受体的作用下, 通过信号转导途径到达新
的转移靶器官, 栓塞、滞留于靶器官如肝脏的微
血管中, 然后穿出血管. 并且在适宜的肝内微环
境条件下, 才能存活增殖, 通过膜受体结合基质
蛋白, 刺激血管增生, 形成新的转移灶.
大肠癌肝转移的形成与癌细胞的生物学特
性、机体的免疫状况及肝脏的微环境有关. 可
简单表示为: 大肠癌原发灶-门静脉系-肝脏-肝
静脉入肺循环到全身(或入胆汁), 转移的每一步
都受到了多个基因或蛋白的调控, 因此要在众
多的因素中找出起关键作用的蛋白分子, 以此
为依据设计相应的药物, 蛋白质组技术无疑会
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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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慢性乙型肝炎及健康对照组血清蛋白
质进行检测, 对蛋白质波谱进行分析. 发现质荷
比(m/z)为11 492.92的蛋白质波峰强度仅肝癌组
明显增强, 与患者的肝功能、AFP等均无相关
性. 以波峰的信号噪声比(S/N)大于5为标准, 该
蛋白质诊断肝癌的灵敏度为50.6%, 特异性为
95.6%. 从而得出质荷比(m/z)为11 492.92的蛋
白质可能是肝癌的生物学标志物, 对AFP阴性
患者的实验室诊断具有辅助作用[4]. 但是血液和
脑脊液掩盖了低丰度蛋白的检出, 近年来人们
尝试通过亲合纯化及免疫沉淀结合SDS-PAGE
的预分离技术集合蛋白群, 可以很好的弥补这
个缺点.
4.2 对样品进行2-DE分析并用肽指纹图谱鉴
定候选的差异蛋白 经过2-DE分离后的蛋白
可通过: (1)质谱鉴定; (2)转印到PVDF膜进行
EDMAN降解测序; (3)在真核细胞内瞬时表达;
(4)与已知蛋白进行平行电泳; (5)与数据库作比
较等方法进行鉴定. 其中以MALDI和ESI-MS/
MS结合四极杆、离子阱、或飞行时间检测器联
用液相色谱多见. 尤其对临床标本来说MS技术
与免疫印记、免疫组化和immunowalking的联
合应用更能反映生物样品的情况[5].
4.3 探讨候选蛋白的功能 在采用MS技术的同时
应用一些其他的手段来保证候选蛋白的准确

3 大肠癌转移模型的建立
大肠癌转移模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1)将
具有不同转移和侵袭能力的细胞株作为研究对
象, 通过体内筛选实验和体外筛选实验获得. (2)
采用大肠癌转移患者的原发部位和转移灶的癌
组织进行蛋白质组分析, 以寻找出与转移相关的
蛋白.

性. 如通过蛋白质组技术和cDNA阵列杂交技
术可以证实两者获得的差异表达蛋白基本相
似, 也可结合冰冻切片的免疫组化分析来鉴别.
在蛋白水平上, 多用Western blot技术, 而在分
子水平上多用半定量RT-PCR结合Northern blot
技术确认.
一些未被报道的肿瘤转移相关蛋白可以通
过蛋白质组技术被发现, 观察这些蛋白在肿瘤

4 大肠癌肝转移的差异蛋白质组分析
4.1 制备样品 由于癌组织的异质性: 癌细胞和非
癌细胞在标本中的类型和比例不同, 肿瘤内不同
组织的损伤、坏死以及凋亡的程度不同, 蛋白质
由于不同部位的细胞基因改变而导致的不同, 很
难用一种溶解液溶解所有蛋白, 而且经2-DE分
离后的蛋白表达谱相关性较差. LCM技术可以
克服这个缺点, 但是通量低, 无法满足大规模研
究的需要.
体液标本如血液、尿液、脑脊液、滑液中
的蛋白质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 有研究应用表
面加强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SELDI-TOFMS技术分析肝癌血清差异表达蛋白, 对肝癌、
www.wjgnet.com

转移中发挥作用与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以探
讨其功能, 为进一步揭示恶性肿瘤的发病机制,
进行早期肿瘤临床诊断并寻找新的治疗靶标奠
定基础.

5 大肠癌肝转移相关分子标志
大肠癌浸润和转移得益于一些蛋白的参与, 如
刺激癌细胞与宿主细胞或细胞外基质黏附, 癌
细胞对宿主屏障的蛋白水解, 肿瘤细胞的定向
移动, 以及在靶器官内的克隆性生长等. 参与的
蛋白可能在细胞内和细胞外的不同层面上起作
用, 并与其它调节因子一起构成一系列复杂的调
节网络, 因此可被作为肿瘤标志而用于诊断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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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就大肠癌而言, 一些酶类、抗原类、基因类

一[11]. (7)唾液酸化的路易斯寡糖-X(sLex)抗原:

标志己经被引起关注, 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

sLex抗原作为肝血管内皮细胞表面E-selectin受

展[6]. 对于大肠癌转移相关蛋白的研究综合目前

体的配体, 介导癌细胞与靶器官血管内皮细胞

文献, 有如下成果: (1)血清蛋白: Lehrer et al 分

的黏附: 促进癌细胞的趋化运动, 从而导致转移

析大肠癌患者与正常对照组之间的血清蛋白图

高表达sLex抗原的癌细胞更易浸润基底膜, 黏

谱的差异, 其中大肠癌患者高表达8.942±5.3 ku

附于肝血管内皮上生长并形成肝转移癌. 在大

蛋白质, 而9.3 ku的蛋白质呈低表达, 正常对照

肠癌肝转移中起重要作用. 许多研究也已证实

组上述两种蛋白质的表达情况与患者组正好相

大肠癌转移灶中sLex抗原的表达强于原发灶中

反. 表明8.9 ku和9.3 ku蛋白质可作为检测大肠

sLex抗原的表达[12]. (8)细胞外基质(ECM)降解

癌的肿瘤标记物[7]. (2)E-钙黏附蛋白/连接蛋白

酶: 己有充分证据表明, 肿瘤的转移与其产生或

复合体是维持上皮细胞的极性、形态和组织结

诱导产生降解ECM或基底膜的蛋白酶的能力密

构完整的主要黏附分子. 有研究表明大肠癌进

切相关. 这些蛋白酶包括丝氨酸蛋白酶、金属

展过程中常有复合体功能的丧失, 使癌细胞间

蛋白酶、弹力蛋白酶和半脱氨酸蛋白酶等. 其

黏附性降低, 易于脱离. E-钙黏附蛋白/连接蛋白

中金属蛋白酶家族(MMPs)被认为是一组最重要

[7]

[8]

复合体的缺失与大肠癌的肝转移相关 . (3)整合

的蛋白酶, 在肿瘤浸润和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

素(integrin): 整合素是一类位于细胞膜表面的糖

是抗肿瘤转移的一个重要靶点[13]. 另有研究表明

蛋白受体家族分子, 主要介导细胞与细胞外基

ECM降解在肿瘤的增殖、肿瘤的免疫逃逸和肿

质、细胞与细胞间的黏附. 有实验显示整合素

瘤新生血管的生成中都起很大作用. (9)原肌球

在大肠癌肝转移组织中较原发组织表达明显增

蛋白(tropomyosin), 波形纤维蛋白(vimentin)和热

高, 提示其可能在大肠癌肝转移中起重要作用

休克蛋白70(HSP70): 这些蛋白质参与了细胞骨

[9]

. (4)癌胚抗原(CEA): CEA作为免疫球蛋白超

架构成、蛋白质折叠和相互作用. 利用蛋白质

家族成员之一的一种癌细胞的黏附分子, 是大

组学方法发现, 在肝癌转移亚细胞M2H7402中,

肠癌去分化过程中表达的重要标志和最有价值

原肌球蛋白、波形纤维蛋白和热休克蛋白70表

的肿瘤标志物之一, 在大肠癌的复发转移中起

达明显上调, 揭示它们在大肠癌肝转移中具有

重要作用, 广泛应用在大肠癌肝转移的早期检

重要的作用[14]. (10)Apo A1: 研究证实了Apo A1

测中. Kupffer细胞的CEA受体, 与CEA特异性结

在原发大肠癌的微弱表达以及在转移肝脏和淋

合, 诱导分泌细胞因子(IL-10, IL-6, TNF-α), 从

巴结的强烈表达, 在原发肿瘤中表达在深层中比

而诱导细胞间黏附分子的表达, 利于肿瘤黏附

在表层中强烈些, 同时在正常肠黏膜上皮细胞中

[10]

并滞留于肝脏 . (5)CD44癌细胞表面的黏附因

表达很少见. 进一步的研究揭示了Apo A1在没有

子: CD44是一种跨膜透明质酸受体, 介导与内

转移的大肠癌患者中表达, 但发生和表达的水平

皮细胞的黏附. 其变异体CD44v6, CD44v8-10的

比转移的大肠癌患者低, 因此Apo A1是大肠癌浸

高表达被认为与大肠癌肝转移的关系十分密切.

润的潜在标志[15]. (11)Puma是一种线粒体凋亡前

可能通过促进癌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和细胞外

体蛋白, 通过Bax和线粒体依赖途径诱导快速凋

基质的黏附以及癌细胞向基质侵袭, 影响癌细

亡. 研究证明了其诱导凋亡具有时间和剂量依赖

胞骨架蛋白的聚集和分布, 并在转移过程中逃

性. Puma的过度表达通过蛋白酶介导的降解使

避宿主免疫系统的识别而免于被清除, 从而影

得peroxiredoxin1上调、stathmin下调; 阻碍了细

响癌细胞的迁移和运动能力, 影响大肠癌肝转

胞微管网络, 加剧了蛋白突变, 诱导大肠癌肝转

[11]

移的形成 . (6)骨桥蛋白(OPN): OPN是一种磷

移的发生[16]. (12)癌基因编码的相关蛋白包括①

酸化糖蛋白, 含有与细胞黏附相关的特异的Arg-

P53, P21, P27蛋白: 研究表明这三种蛋白的表达

Gly-Asp序列(RGD). 在正常大肠黏膜、大肠癌

与大肠癌的预后与转移有密切关系. P27蛋白为

组织和大肠癌肝转移组织中检测了OPN mRNA

细胞生长传递持续性促有丝分裂信号, 导致细胞

的表达差异, 发现OPN mRNA表达在大肠癌肝

不断增殖, 从而诱发肿瘤的发生. 已发现其缺陷

转移组织中最高, 大肠癌原发组织中次之, 正常

和大肠癌肝转移潜能密切相关[17,18]. ②C-erbB-2

大肠黏膜中最低, 揭示了OPN与大肠癌肝转移的

蛋白: 由胞外区、跨膜区、胞内区组成, 具有酪

显著相关性. 影响大肠癌细胞黏附能力的作用

氨酸激酶活性. 人类癌细胞的C-erbB-2蛋白的激

可能是大肠癌肝转移发生、发展的相关机制之

活主要通过基因点突变和基因扩增导致上述刺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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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使得激酶功能区并排, 从而导致酪氨酸蛋白

进一步研究.

激酶的激活并特异性使得酪氨酸磷酸化, 使之
与底物发挥作用, 同时也使得胞浆内的C-src蛋
白(第二信使)被磷酸化, 导致胞浆信号传递机制
的激活, 影响细胞的生长和分化.有文献表明在
大肠癌肝转移组织中, C-erbB-2蛋白产物亦呈过
度表达[19]. ③Rho蛋白: Rho蛋白对细胞骨架网络
的构成发挥调节作用, 通过调节胞浆中微丝上
肌动蛋白的聚合或解离, 从而影响细胞形态. 研
究表明在大肠癌肝转移组织中能够检出Rho蛋
白的过度表达[20]. Cdc42蛋白即属小G蛋白Rho
家族的GTP结合蛋白. 其增强表达, 可促进细胞
分裂, 加速结直肠癌细胞的生长增殖, 对抗和阻
断癌细胞凋亡信号转导途径并通过对细胞骨架
蛋白的调控影响癌细胞黏附和运动功能, 增强
其侵袭性. 此外还可诱导肿瘤血管的生成, 进一
步促进结直肠癌肝转移的形成. ④c-met蛋白: 即
肝细胞生长因子(HGF)受体. 是由原癌基因c-met
编码的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 参与细胞信息转
导、细胞骨架重排调控的蛋白, 是细胞增殖、
分化和运动的重要因素. 通过比较转移灶组织
中c-met蛋白表达水平, 分析其与大肠癌病理分
化程度, 淋巴结转移及肝转移的关系, 并同时比
较大肠癌肝转移中原发灶与转移灶表达水平的
差异, 表明c-met蛋白在大肠癌发生、发展、肝
转移中起重要作用 [21]. 此外还有转移抑制基因
nm23以及DPC4基因, 在抑制大肠癌肝转移中可
能发挥作用[22]. (13)肿瘤坏死因子(TNF): TNF是

6 存在的局限性与发展方向
由于蛋白质组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研究者的不懈
努力, 越来越多的大肠癌肝转移相关的差异蛋
白质标记正被揭示. 这无疑表明深层次的蛋白
质组分析在大肠癌肝转移机制研究的价值以及
以其为核心的综合研究方法对转移学说进一步
发展的重要性.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蛋白质组技
术在样品制备和鉴定上的缺陷, 在重复性、高
通量性、自动化的不足, 对低丰度蛋白、极碱
性蛋白、高分子量蛋白分离, 对蛋白翻译后修
饰的鉴定制约着蛋白质组技术的完善. 同时肝
转移的发生涉及多个基因和蛋白的相互协同或
拮抗作用, 给研究工作带来了难题和挑战. 尤其
是目前还没有一种潜在蛋白标志被临床医师系
统地用于诊断和治疗. 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发展
快速系统地鉴别差异蛋白的技术, 建立高效的
蛋白数据库并推广其在大肠癌肝转移的早期诊
断、分类、判断预后、选择药物靶标以及治疗
中的应用.
相信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 研究的进一步
深入, 蛋白质组技术会为干预大肠癌的发展及
转移这一过程的发生、发展提供有效的手段和
理论基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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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观察由多基因事
件引起的多蛋白
质组分整体变化,
从整体上寻找潜
在的药物靶点, 并
且通过肿瘤标志
物进行大肠癌的
早期诊断和治疗,
防止其发展与转
移.

■名词解释

差异蛋白质组学
研究: 又称功能蛋
白质组研究, 以重
要生命过程或重
大疾病为对象进
行重要生理病理
体系或过程的差
异蛋白质组学研
究, 对正常组织、
癌组织、转移灶
及组织液等进行
蛋白分子代谢产
物的定性和定量
分析, 并与正常人
蛋白代谢谱进行
对照分析, 发现特
有的小分子代谢
物, 进一步探讨癌
转移的发生机制
及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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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蛋白质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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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靶基因治疗
药物研发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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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化因子受体对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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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趋化因子受体及其配体广泛参与机体细胞生
长、分化、凋亡、组织损伤、肿瘤的生长和
转移等各种病理生理过程, 是近来的研究热
点. 我们着重阐述趋化因子受体与肿瘤生物学
行为的关系, 既可通过趋化、活化免疫细胞或
抑制血管增殖而起到抗肿瘤的作用, 又能通过
刺激肿瘤生长、趋化瘤细胞及血管增殖和促
进细胞外基质降解而达到促肿瘤生长浸润、
侵犯转移的效应, 因而其扮演着重要且双向性
的角色. 展望以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分子为控制
靶点, 通过激活或拮抗趋化因子受体的信号传
导来控制趋化因子系统的功能, 从而发挥其在
抗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关键词: 趋化因子; 趋化因子受体; 肿瘤

及其受体分子为控制靶点, 通过激活或拮抗趋
化因子受体的信号传导来控制趋化因子系统的
功能, 可望用于控制和治疗相关疾病. 我们主要
对趋化因子受体在肿瘤发生、发展和转移中的
作用作一综述.

1 趋化因子与趋化因子受体
趋化因子是一类能趋化细胞定向移动的小分子
分泌蛋白, 由70-100个氨基酸组成, 至今已发现
有40多种人的趋化因子, 属细胞因子中的最大
家族. 当免疫细胞、内皮细胞、表皮细胞等组
织细胞在受到刺激物如生长因子、干扰素、
病毒产物的诱导时可分泌出不同的趋化因子.
在趋化因子的分子中都有4个保守的半胱氨酸
(C). 根据靠近分子氨基端(N端)的前两个C间是
否插入其他氨基酸, 将他们分成四个亚型: CXC
类, 亦称为α类趋化因子, 如IL-8; CC类, 又称为
b类趋化因子, 如MCP-1; C类, 如Lymphotactin;
CX3C类, 如Fractalkine.
趋化因子受体是一类介导趋化因子行使
功能的G T P蛋白耦联的跨膜受体(G P C R), 通

郑正荣, 杨春康, 戴起宝. 趋化因子受体对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影

常表达于免疫细胞、内皮细胞等细胞膜上. 分

响.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5):513-518

子由330个氨基酸组成. 7个跨膜区将分子分成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513.asp

细胞外自由的N端、3个细胞外环和C端几个
部分. 根据其所结合的配体可将趋化因子受

0 引言
趋化因子(chemokine)是由不同类型细胞分泌的
能使细胞发生趋化运动的低分子质量(8-12 ku)
的细胞因子. 趋化因子受体(chemokine receptor)
是一类表达于不同类型细胞上的能与趋化因子
结合的含有七个跨膜区的G蛋白耦联受体, 在正
常和非正常生理状况下都起重要作用[1]. 多数肿
瘤细胞都表达有广泛的趋化因子及趋化因子受
体, 并受趋化因子及其受体网络的调控[2], 在肿
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趋化因子受体及其配体
表现出两方面的作用, 一部分可能增强宿主抗
肿瘤侵入的固有或特异性免疫, 另一部分可能
通过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肿瘤组织中血管的
生成而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转移. 故以趋化因子
www.wjgnet.com

体分为四个亚家族: CXC类受体(CXCR)、CC
类受体(C C R)、C类受体(C R)和C X3C类受体
(CX3CR)[3,4].
趋化因子与趋化因子受体结合后可参与
多种生理和病理过程, 如细胞生长、发育、分
化、凋亡、组织损伤、肿瘤的生长和转移等.
根据其主要作用的差异, 趋化因子受体及其配
体可被分为三个功能组群: 免疫功能组群、炎
症功能组群、免疫炎症功能重叠组群.

2 抗肿瘤效应
在肿瘤免疫应答的诱导中, DC(树突状细胞)作
为最强的抗原呈递细胞具有独特的地位, 研究
发现, DC在迁徙成熟的过程中表达包括CCR1、

■背景资料

趋化因子受体及
其配体广泛参与
机体各种病理生
理过程, 其功能包
括细胞生长、分
化、凋亡及组织
损伤, 特别是肿瘤
的生长和转移, 是
近来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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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文全面阐述趋
化因子受体既可
通过趋化、活化
免疫细胞或抑制
血管增殖而起到
抗肿瘤的作用, 又
能通过刺激肿瘤
生长、趋化瘤细
胞, 及血管增殖和
促进细胞外基质
降解而达到促肿
瘤生长浸润、侵
犯转移的效应, 有
可能成为肿瘤治
疗的靶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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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R5、CCR7等多种趋化因子受体, 其中CCR7

免疫细胞增强免疫应答, 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增

的量逐渐增多, 并且有助于其后的募集、活化

殖及破坏肿瘤结构, 削弱其转移能力等各个方面

DC, 其配体与单纯疱疹病毒胸苷激酶基因的共

发挥抗肿瘤的效应, 证实了趋化因子受体配体系

表达协同显著增强后续的抗恶性黑色素瘤效

统在抗肿瘤方面的意义.

应, 实验亦表明趋化因子受体介导的D C、N K
细胞及T细胞等免疫细胞的募集, 足以显著降低

3 促肿瘤效应

. CCR7基因转

3.1 趋化因子受体与肿瘤的发生 肿瘤的发生是

染DC后能有效促进DC向淋巴结的迁移, 当DC

正常细胞在多因素共同作用下, 经多步骤, 遭受

与凋亡的纤维肉瘤细胞共培养后, 检测到CCR7

多重打击的复杂过程. 慢性感染迁延不愈, 病原

的表达增高, 而区域淋巴结中SLC mRNA增高

持续刺激, 病毒、毒素的遗传毒性导致的异常增

[5,6]

CMT93大肠癌细胞株的成瘤性

, 因此认为C C R7及其配体在诱导D C的抗肿

殖反应都可能导致肿瘤的发生[2]. 对许多上皮组

瘤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 T细胞极化成TH1或

织来源的实体瘤进行分析时发现, 周围有大量宿

TH2代表着T细胞应答的重要特征, TH1细胞特

主细胞浸润, 主要为单个核细胞, 其浸润与肿瘤

征性表达C C R5、C X C R3, T H2细胞特征表达

细胞自分泌的趋化因子有关.

[7]

[8]

CCR3、CCR5、CCR8 , 提示趋化因子受体在

Schmausser et al [14]在对正常胃黏膜、幽门
螺杆菌感染胃黏膜上皮及肠上皮化生黏膜的研

免疫应答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新生血管形成是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一

究中发现, 幽门螺杆菌感染胃黏膜上皮及肠上皮

个重要的特征. 有研究表明, 内皮细胞上CXCR3

化生黏膜中C C R7表达明显高出正常胃黏膜水

的表达, 可以使其效应细胞即自然杀伤细胞

平. 故认为CCR7可增加胃病变上皮的癌变几率.

(NK)或T细胞聚集, 损伤肿瘤血管, 抗肿瘤血管

对小肠的标本检测显示, 在肿瘤的发生过程从

增殖, 从而达到抗肿瘤效应

[7,9]

. 趋化因子受体

CCR7的配体之一CCL21由Nagira et al

[10]

正常黏膜、息肉至肠癌及肠癌肝转移灶CXCR4

于1997

表达呈渐进性增长, 并且在息肉中的表达证明

年首次报道, 于淋巴结中发现的, 且在人和小鼠

与其直径呈正相关[15]. Xu et al [16]在实验中首次

的二级淋巴器官特别是淋巴结和脾脏上高表

观察到鼻咽癌高分化细胞、低分化细胞均表达

达. Vicari et al

将小鼠的CCL21转染C26结肠癌

CXCR4, 且分化程度低、增殖能力强的低分化

细胞系后, 再接种到有免疫力的小鼠或裸鼠 体

细胞CXCR4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

内, 均检测到其成瘤性的降低. 进一步对血管密

高分化细胞, 进一步研究发现, 经维甲酸阻滞于

度及血红蛋白进行检测后提示CCL21的抗肿瘤

不同生长周期的鼻咽癌细胞, 其CXCR4表达水

效应部分是通过抑制血管的生成而达到的; 在

平显著不同, 结果表明CXCR4表达水平与鼻咽

小鼠体内, CCL21不仅能与CCR7结合, 还能与

癌细胞的增殖分化程度有关, 从而提示CXCR4

CXCR3结合, 通过检测发现与C26肿瘤细胞相

与鼻咽癌的恶性表现有关. 通过人类骨肉瘤转染

比, C26-6CK肿瘤中CXCR3表达量无变化, 而

细胞克隆的研究, 骨肉瘤细胞在体内的成瘤性

CCR7含量明显升高, 因此推测CCL21的抗血管

与其所表达的CXCR4水平有关[17]. 研究证实正

生成作用是通过与CCR7结合所致. 在对小鼠肺

常泌尿系上皮不表达CXCR4, 浅表膀胱肿瘤细

癌模型的干预中, Sharma et al

在其中一组的

胞低表达CXCR4, 侵袭性膀胱癌细胞则高表达

瘤体内注入CCL21, 而另一组注入缓释液作为对

CXCR4, Retz et al [18]认为CXCR4与膀胱癌的肿

照, 发现注入CCL21组小鼠肿瘤体积明显缩小,

瘤发生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一些趋化因子受

40%的小鼠肺肿瘤明显消失, 而对照组小鼠的肿

体如CCR5在HIV感染与Kaposi肉瘤, 趋化因子

瘤则迅速且无限制的生长. Duffy抗原属杂类趋

Mcp-1与HPV感染相关性肿瘤如宫颈癌发生演

化因子受体(DARC), 可结合多种趋化因子, 对表

进过程中, 特异性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均发挥重要

达DARC的非小细胞肺癌肿瘤组织学观察发现

作用[19]. 由此推断, 趋化因子受体在特定的条件

瘤体坏死增多, 肿瘤组织的细胞结构减少, 肿瘤

下可促进正常细胞向肿瘤细胞的转化, 从而导致

[11]

[12]

[13]

血管形成减少并检测到肿瘤转移潜能下降 , 虽

肿瘤的发生.

然具体机制还尚未明了, 但也足见其在抗肿瘤

3.2 趋化因子受体与肿瘤的生长 许多肿瘤也可

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以自分泌趋化因子及受体, 直接影响肿瘤的生

以上诸多实例提示了趋化因子受体从影响

长, 或通过血管生成间接促进肿瘤的生长.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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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8是第一个被报道的引起黑色素瘤的

内皮细胞有明显的表达. Heidemann et al [28]用RT-

趋化因子, 通过RT-PCR检测到8种黑色素瘤细

PCR、免疫组织化学、流式细胞计数等方法确

胞系中有6种分泌I L-8, 用抗I L-8抗体和反义

证了小肠微血管内皮细胞表达有CXCR2, 是为

寡核苷进行中和都能抑制黑色素瘤在琼脂中

趋化因子诱导血管生成的主要受体, 以CXCR2

的生长. 黑色素瘤还分泌黑色素瘤生长刺激因

抗体干预的实验中显示其配体IL-8介导的促血

子(MGSA)或生长相关癌蛋白(Groα、Groβ、

管生成的生物学效应受到削弱, 提示了CXCR2

G r o γ). RT-P C R显示, 黑色素瘤细胞表面的趋

在肿瘤新生血管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具

化因子受体为C X C R1和C X C R2. 在体外用特

有间接促肿瘤生长的作用.

异性抗C X C R2抗体可抑制黑色素瘤生长, 而

3.3 趋化因子受体与肿瘤的侵袭、转移 肿瘤的

CXCL1、CXCL2或CXCL3的过表达则可以使

侵袭与转移并不是被动、随机的, 而是一个主

→

[20]

. 对甲状腺细胞的荧光检测表

动的、非随机的高度组织化多步骤的过程, 有

明甲状腺癌ARO细胞高水平表达CXCR4, 而正

其相对特异的方式与规律. 已有实验证实肿瘤

常甲状腺细胞则不表达, 通过以CXCR4及其配

细胞的转移受趋化因子的严格调控, 不同组织

体SDF-1α干预甲状腺癌ARO细胞的实验分析细

器官起源的肿瘤有其特定的转移方式、靶器官

胞的迁徙、增殖及信号转导途径, 结果是单纯

亲嗜性、靶器官特异性表达的多种趋化因子与

SDF-1α可增强ARO细胞的迁徙而对增殖不起作

肿瘤细胞所表达的相应受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用, 而CXCR4及配体SDF-1α的结合活化却可引

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在肿瘤细胞迁移、侵袭和转

起信号转导途径酶的磷酸化并激活靶蛋白, 从

移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肿瘤生长加速

. 将敲除CXCR4基因

Schimanski et al [29]在96例临床病理确诊

的肺癌细胞植入肺组织, 发现瘤细胞生存及侵

为大肠癌的标本及三种大肠癌细胞株中测得

而促进ARO细胞的增殖

[21]

[22]

袭能力尚存, 但却几乎丧失了增殖能力 . 另外,

CCR7及CXCR4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 经统计学

在敲除CXCR2基因的Lewis肺癌小鼠模型中, 肿

分析发现表达程度与淋巴结转移、远处播散及

瘤的生长比对照组明显减缓, 并从形态细胞学分

3 a存活率有较大的相关性, 此外CXCR4与其配

析得到, 敲除CXCR2小鼠模型中瘤体坏死面积增

体的结合活化极大的促进了肿瘤细胞的迁徙能

[23]

大, 肿瘤区域的血管密度也相应的降低 . Yoong

力. 体外大肠癌CT-26细胞株不表达CXCR4, 以

et al [24]分析了肝细胞癌标本中CXC和CC趋化因

CT-26构建的大肠癌动物模型侵袭能力不变, 故

子的表达, 并免疫标记了γ干扰素诱生的单核因

认为其不参与肿瘤细胞的侵袭, 而通过引入内

子(monokine inducible by γ-interferon, Mig), IL-8,

因子阻止CXCR4到达细胞膜, 细胞的转移能力

MIP-1a. 这些因子的产生与肿瘤部位的淋巴细

大大降低, 由此可见CXCR4对肿瘤细胞的转移

胞高表达CXCR3和CCR5密切相关, 而当应用抗

是不可或缺的[22]. 敲除CXCR2的肺癌小鼠模型

CXCR3和CCR5抗体则能减轻这种浸润. 由此可

与对照组比较, 自发转移的发生率亦呈现出显

见趋化因子受体对肿瘤生长增殖和局部浸润有

著降低的现象[23].

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与正常乳腺细胞和乳腺组织相比, 在乳腺癌

新生血管形成失控是肿瘤的重要特征, 而血

细胞的培养, 乳腺癌组织及乳腺癌的转移瘤上,

管形成因子对新生血管的生成取着决定性作用.

均发现高表达有趋化因子受体CCR7和CXCR4,

血管生成的过程包括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

而C C R7的配体S L C主要表达于周围淋巴组织

基底膜降解、腔道形成等环节, 是有多种因子

中, CXCR4的配体主要表达于淋巴结、肺、肝

参与的复杂过程, 取决于正性和负性调控因子

及骨髓中, 而在脑、肾和小肠中罕见表达, 这就

[25]

的平衡状态 . SDF-1α可促进血管生成, 并影响

与临床上乳腺癌易转移至淋巴结、肺等组织而

胚胎血管的发育, 相关研究显示, 在敲除趋化因

罕见转移至脑、肾、小肠相符合. Muller et al [30]

子受体CXCR4及其配体SDF-1α基因的小鼠可

指出乳腺癌组织高表达有趋化因子受体CXCR4,

见严重的胃肠血管形成异常[26]. 血管内皮细胞尚

特异性封闭CXCR4可致癌的淋巴结转移及骨髓

有诸如CCR2、CCR3、CXCR1等多种趋化因子

转移受到抑制. 以最新RNA干扰技术研究证明

受体的表达, 通过与其配体的特异性结合而发

CXCR4于乳腺癌的转移是必需的[31]. 进一步研

挥促血管生成的效应. 在胰腺癌的研究中发现[27],

究显示, CXCR4表达量的差异也与转移程度相

CXCR4在胰腺肿瘤细胞及肿瘤周围较大血管的

关, 在对手术切除的浸润性导管癌标本进行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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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组织化学着色后发现, 高表达CXCR4的28个

犯转移的效应. 由此可见, 趋化因子受体及配体

病例中有13例伴淋巴结转移, 低表达CXCR4的

系统与肿瘤的关系具有双向性, 且趋化因子受

31个病例中有13例伴淋巴结转移, 而13例高表

体及其配体网络调控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许多

达CXCR4的淋巴结阳性标本中有68%伴有N2转

还尚未明确如D A R C(杂类趋化因子受体)除抗

[27]

移, 同样的检测在低表达CXCR4中仅为7.7% .

肿瘤作用外, 实验尚发现表达D A R C的非小细

提示了肿瘤细胞从初级淋巴结转移迁徙至次级

胞肺癌瘤体体积较之控制转染不表达DARC的

淋巴结的运动是依赖于CXCR4的表达水平的.

为大[13], 故其研究还有待深入. 但可以预见, 合

对132例行胃癌根治术和30例内镜活检的

理的应用恰当的趋化因子或其受体可有效地诱

胃癌组织标本检测后得出结论, 趋化因子受体

导、活化、趋化免疫效应细胞, 导向杀伤肿瘤

C C R7在伴有淋巴结转移病例中的表达显著高

细胞; 而趋化因子中和抗体、受体拮抗剂、抑

于无淋巴结转移者, 并且与肿瘤大小、浸润深

制剂也可阻断异常的信号传导通路 [41]. 能不断

度、淋巴管浸润和TNM分期密切相关. 从而于

地为肿瘤的治疗开辟新思路, 应有较为广阔的

临床有利于由内镜标本的分析预测淋巴结转

应用前景.

移及决定淋巴结清扫的范围 [32] , C C R7对大肠
癌淋巴结转移亦有一定的预测价值[33,34]. Wang

4

参考文献

et al

在头颈鳞癌高转移性老鼠模型的细胞中

1

检测到具备高转移能力的瘤细胞C C R7活性上

2

Rossi D, Zlotnik A. The biology of chemokines and
their receptors. Annu Rev Immunol 2000; 18: 217-242
Balkwill F, Mantovani A. Inflammation and cancer:
back to Virchow? Lancet 2001; 357: 539-545
Aramburu J, Balboa MA, Ramirez A, Silva A,
Acevedo A, Sanchez-Madrid F, De Landazuri MO,
Lopez-Botet M. A novel functional cell surface
dimer (Kp43) expressed by natural killer cells and
T cell receptor-gamma/delta+ T lymphocytes. I.
Inhibition of the IL-2-dependent proliferation by
anti-Kp43 monoclonal antibody. J Immunol 1990;
144: 3238-3247
Cooper MA, Fehniger TA, Caligiuri MA. The
biology of human natural killer-cell subsets. Trends
Immunol 2001; 22: 633-640
Crittenden M, Gough M, Harrington K, Olivier K,
Thompson J, Vile RG. Expression of inflammatory
chemokines combined with local tumor destruction
enhances tumor regression and long-term immunity. Cancer Res 2003; 63: 5505-5512
Sallusto F, Lanzavecchia A. Understanding dendritic cell and T-lymphocyte traffic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emokine receptor expression. Immunol Rev
2000; 177: 134-140
Hirao M, Onai N, Hiroishi K, Watkins SC, Matsushima K, Robbins PD, Lotze MT, Tahara H. CC
chemokine receptor-7 on dendritic cells is induced
after interaction with apoptotic tumor cells: critical
role in migration from the tumor site to draining
lymph nodes. Cancer Res 2000; 60: 2209-2217
Sallusto F, Lanzavecchia A, Mackay CR. Chemokines and chemokine receptors in T-cell priming
and Th1/Th2-mediated responses. Immunol Today
1998; 19: 568-574
Romagnani P, Annunziato F, Lasagni L, Lazzeri
E, Beltrame C, Francalanci M, Uguccioni M, Galli
G, Cosmi L, Maurenzig L, Baggiolini M, Maggi
E, Romagnani S, Serio M. Cell cycle-dependent
expression of CXC chemokine receptor 3 by endothelial cells mediates angiostatic activity. J Clin Invest
2001; 107: 53-63
Nagira M, Imai T, Hieshima K, Kusuda J, Ridanpaa
M, Takagi S, Nishimura M, Kakizaki M, Nomiyama
H, Yoshie O. Molecular cloning of a novel human
CC chemokine secondary lymphoid-tissue chemokine that is a potent chemoattractant for lympho-

[35]

调, 迁徙能力减少的细胞CCR6表达下调. 同时
以RT-PCR技术检测头颈鳞癌组织发现CCR6、

3

CCR7在原发灶和转移灶中均有表达, 且CCR7
在转移灶中的表达量是原发灶的十倍之多. 头
颈鳞癌C X C R4尚可通过诱导细胞内钙离子动
员, 活化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1/2), 并介
导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9(MPP-9), 降解Ⅳ型胶

4

原纤维而破坏基底膜和诱发新生血管形成重建
肿瘤局部微环境, 使之有利于癌细胞的侵袭和
转移

[36]

5

. 在恶性黑色素瘤中也证实CXCR4及其

配体对MPP-14有诱导、活化作用, 从而导致细
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的降解, 肿
瘤细胞得以穿透基底膜侵入与其毗邻的组织[37].

6

CXCR5在肺癌的转移及CXCR9在前列腺癌的
转移中的重要作用也分别得到确证[38,39]. Phillips

et al

[40]

7

证实CXCR4/SDF-1α生物学轴在非小细

胞肺癌的器官特异性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 手
术切除的临床非小细胞肺癌组织及培养的细胞
系均表达CXCR4, 在其配体SDF-1α的诱导下,

8

CXCR4阳性的细胞系发生趋化反应, 而在其转
移的主要靶器官如肾上腺、骨髓、肝脏中SDF1α的表达比原发肿瘤及血清中高, 从而形成浓

9

度梯度, 促进肿瘤细胞的迁徙、转移.
在过去的几年里, 趋化因子受体及其配体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特别是对肿瘤细胞生物学
行为的影响, 既可通过趋化、活化免疫细胞或
抑制血管增殖而起到抗肿瘤的作用, 又能通过
刺激肿瘤生长、趋化瘤细胞, 及血管增殖和促
进细胞外基质降解而达到促肿瘤生长浸润、侵

10

www.wjgnet.com

517

郑正荣, 等. 趋化因子受体对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cytes and mapped to chromosome 9p13. J Biol Chem
1997; 272: 19518-19524
Vicari AP, Ait-Yahia S, Chemin K, Mueller A,
Zlotnik A, Caux C. Antitumor effects of the mouse
chemokine 6Ckine/SLC through angiostatic and
immunological mechanisms. J Immunol 2000; 165:
1992-2000
Sharma S, Stolina M, Luo J, Strieter RM, Burdick
M, Zhu LX, Batra RK, Dubinett SM. Secondary
lymphoid tissue chemokine mediates T cell-dependent antitumor responses in vivo. J Immunol 2000;
164: 4558-4563
Addison CL, Belperio JA, Burdick MD, Strieter RM.
Overexpression of the duffy antigen receptor for
chemokines (DARC) by NSCLC tumor cells results
in increased tumor necrosis. BMC Cancer 2004; 4: 28
Schmausser B, Endrich S, Brandlein S, Schar J, Beier
D, Muller-Hermelink HK, Eck M. The chemokine
receptor CCR7 is expressed on epithelium of noninflamed gastric mucosa, Helicobacter pylori gastritis,
gastric carcinoma and its precursor lesions and upregulated by H pylori. Clin Exp Immunol 2005; 139:
323-327
Ottaiano A, di Palma A, Napolitano M, Pisano C,
Pignata S, Tatangelo F, Botti G, Acquaviva AM, Castello
G, Ascierto PA, Iaffaioli RV, Scala S. Inhibitory effects
of anti-CXCR4 antibodies on human colon cancer cells.
Cancer Immunol Immunother 2005; 54: 781-791
Xu Y, Zhang SZ, Huang PC, Chen J, Cai KR. Expression of chemokine receptor CXCR4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cells. Aizheng 2004; 23: 136-140
Miura K, Uniyal S, Leabu M, Oravecz T, Chakrabarti S, Morris VL, Chan BM. Chemokine receptor
CXCR4-beta1 integrin axis mediates tumorigenesis
of osteosarcoma HOS cells. Biochem Cell Biol 2005;
83: 36-48
Retz MM, Sidhu SS, Blaveri E, Kerr SC, Dolganov
GM, Lehmann J, Carroll P, Simko J, Waldman
FM, Basbaum C. CXCR4 expression reflects tumor
progression and regulates motility of bladder
cancer cells. Int J Cancer 2005; 114: 182-189
Brigati C, Noonan DM, Albini A, Benelli R. Tumors
and inflammatory infiltrates: friends or foes? Clin
Exp Metastasis 2002; 19: 247-258
Owen JD, Strieter R, Burdick M, Haghnegahdar
H, Nanney L, Shattuck-Brandt R, Richmond A.
Enhanced tumor-forming capacity for immortalized
melanocytes expressing melanoma growth stimulatory activity/growth-regulated cytokine beta and
gamma proteins. Int J Cancer 1997; 73: 94-103
Hwang JH, Hwang JH, Chung HK, Kim DW,
Hwang ES, Suh JM, Kim H, You KH, Kwon OY,
Ro HK, Jo DY, Shong M. CXC chemokine receptor
4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in human anaplastic
thyroid cancer cells.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03;
88: 408-416
Zeelenberg IS, Ruuls-Van Stalle L, Roos E. The
chemokine receptor CXCR4 is required for outgrowth of colon carcinoma micrometastases. Cancer
Res 2003; 63: 3833-3839
Keane MP, Belperio JA, Xue YY, Burdick MD,
Strieter RM. Depletion of CXCR2 inhibits tumor
growth and angiogenesis in a murine model of lung
cancer. J Immunol 2004; 172: 2853-2860
Yoong KF, Afford SC, Jones R, Aujla P, Qin S,
Price K, Hubscher SG, Adams DH. Expression and
function of CXC and CC chemokines in human
malignant liver tumors: a role for human monokine

www.wjgnet.com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induced by gamma-interferon in lymphocyte
recruitment 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epatology
1999; 30: 100-111
Vicari AP, Caux C. Chemokines in cancer. Cytokine
Growth Factor Rev 2002; 13: 143-154
Tachibana K, Hirota S, Iizasa H, Yoshida H,
Kawabata K, Kataoka Y, Kitamura Y, Matsushima K,
Yoshida N, Nishikawa S, Kishimoto T, Nagasawa
T. The chemokine receptor CXCR4 is essential for
vascularization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Nature
1998; 393: 591-594
Koshiba T, Hosotani R, Miyamoto Y, Ida J, Tsuji S,
Nakajima S, Kawaguchi M, Kobayashi H, Doi R,
Hori T, Fujii N, Imamura M. Expression of 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 1 and CXCR4 ligand receptor
system in pancreatic cancer: a possible role for tumor
progression. Clin Cancer Res 2000; 6: 3530-3535
Heidemann J, Ogawa H, Dwinell MB, Rafiee P,
Maaser C, Gockel HR, Otterson MF, Ota DM,
Lugering N, Domschke W, Binion DG. Angiogenic
effects of interleukin 8 (CXCL8) in human intestinal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are mediated by
CXCR2. J Biol Chem 2003; 278: 8508-8515
Schimanski CC, Schwald S, Simiantonaki N, Jayasinghe C, Gonner U, Wilsberg V, Junginger T, Berger
MR, Galle PR, Moehler M. Effect of chemokine receptors CXCR4 and CCR7 on the metastatic behavior
of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lin Cancer Res 2005;
11: 1743-1750
Muller A, Homey B, Soto H, Ge N, Catron D,
Buchanan ME, McClanahan T, Murphy E, Yuan
W, Wagner SN, Barrera JL, Mohar A, Verastegui E,
Zlotnik A. Involvement of chemokine receptors in
breast cancer metastasis. Nature 2001; 410: 50-56
Liang Z, Yoon Y, Votaw J, Goodman MM, Williams
L, Shim H. Silencing of CXCR4 blocks breast cancer
metastasis. Cancer Res 2005; 65: 967-971
Kato M, Kitayama J, Kazama S, Nagawa H. Expression
pattern of CXC chemokine receptor-4 is correlated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human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Breast Cancer Res 2003; 5: R144-R150
Yan C, Zhu ZG, Yu YY, Ji J, Zhang Y, Ji YB, Yan
M, Chen J, Liu BY, Yin HR, Lin YZ. Express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C and chemokine receptor CCR7 in gastric carcinoma and their
values in predicting lymph node metastasis.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4; 10: 783-790
Gunther K, Leier J, Henning G, Dimmler A, Weissbach R, Hohenberger W, Forster R. Prediction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colorectal carcinoma by
expressionof chemokine receptor CCR7. Int J Cancer
2005; 116: 726-733
Wang J, Xi L, Hunt JL, Gooding W, Whiteside
TL, Chen Z, Godfrey TE, Ferris RL. Expression
pattern of chemokine receptor 6 (CCR6) and CCR7
in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of the head and neck
identifies a novel metastatic phenotype. Cancer Res
2004; 64: 1861-1866
Samara GJ, Lawrence DM, Chiarelli CJ, Valentino
MD, Lyubsky S, Zucker S, Vaday GG. CXCR4mediated adhesion and MMP-9 secretion in head
and neck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Cancer Lett
2004; 214: 231-241
Bartolome RA, Galvez BG, Longo N, Baleux F, Van
Muijen GN, Sanchez-Mateos P, Arroyo AG, Teixido
J. Stromal cell-derived factor-1alpha promotes
melanoma cell invasion across basement membranes
involving stimulation of membranetype 1 matrix

518

ISSN 1009-3079

38

39

CN 14-1260/R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metalloproteinase and Rho GTPase activities. Cancer
Res 2004; 64: 2534-2543
van Deventer HW, O'Connor W Jr, Brickey WJ, Aris
RM, Ting JP, Serody JS. C-C chemokine receptor 5
on stromal cells promotes pulmonary metastasis.
Cancer Res 2005; 65: 3374-3379
Singh S, Singh UP, Stiles JK, Grizzle WE, Lillard
JW Jr. Expression and functional role of CCR9 in
prostate cancer cel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Clin

40

41

2006年2月18日

第14卷 第5期

Cancer Res 2004; 10: 8743-8750
Phillips RJ, Burdick MD, Lutz M, Belperio JA, Keane
MP, Strieter RM. The stromal derived factor-1/
CXCL12-CXC chemokine receptor 4 biological
axis in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metastases. Am J
Respir Crit Care Med 2003; 167: 1676-1686
Homey B, Muller A, Zlotnik A. Chemokines: agents
for the immunotherapy of cancer? Nat Rev Immunol
2002; 2: 175-184

电编 张敏 编辑 菅鑫妍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2006 年版权归世界胃肠病学杂志社

• 消息 •

第一届北京国际消化内镜高峰论坛
本刊讯 第一届北京国际消化内镜高峰论坛将于2006-06-02/04在北京举行, 现将征文通知公布如下:
1 稿件要求及截稿日期: 中英文结构式摘要(800字), 电脑打印(附软盘)或E-mail, 2006-04-30截稿.
2 联系方式: 北京东单三条甲七号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消化内镜委员会崔宇星 (100005); 电话010-8511196;
E-mail: xhnj1196@yahoo.com.cn (世界胃肠病学杂志 2006-02-18)

www.wjgnet.com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年2月18日; 14(5): 519-521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

wcjd@wjgnet.com

文献综述 REVIEW

胃肠激素与糖尿病结肠功能紊乱
孔 维, 孙 侃
孔维, 孙侃, 新疆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一附院消化内分泌科
新疆石河子市 832008
通讯作者: 孙侃, 832008, 硕士研究生导师, 石河子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消化内分泌科. Kongwei2003@163.com
电话: 0993-2394139
收稿日期: 2005-11-30 接受日期: 2005-12-31

动减弱. 他与胃肠运动主要抑制性介质之一的
NO关系密切, 能促进NO合成引起环行肌舒张,
NO则能使VIP释放易化. VIP可减慢胃排空, 参与
结肠扩张和疼痛刺激引起的胃的反射性松弛[4].
免疫组化研究证明, 特发性慢性便秘患者结肠

摘要
糖尿病结肠功能紊乱是糖尿病常见的慢性并
发症, 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可能与高血糖自
主神经病变、胃肠激素、平滑肌变性及代谢
异常等因素有关. 其中, 在糖尿病结肠功能紊
乱中起主要作用的胃肠激素是血管活性肠肽
(VIP)、生长抑素(SS)、胃动素(MTL)、P物质
(SP)等. 本文对此作一综述.

存在VIP神经元减少或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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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糖尿病患者血浆中VIP质量浓度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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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VIP与糖尿病结肠运动紊乱
1.2.1 VIP在血液中的变化 糖尿病结肠运动紊乱
主要表现为结肠张力低下或无张力, 运动缓慢,
排空延迟, 胃结肠反射消失. 国内林琳 et al [5]研
究发现, 糖尿病鼠血浆VIP升高, 与近端结肠环
行肌(PC)收缩频率呈负相关, 推测VIP在糖尿病
结肠运动障碍中起一定作用. 杜立峰 et al [6]研究
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说明VIP 可能与糖尿病
患者的胃肠功能紊乱无关.
1.2.2 VIP在肠组织的中变化 El-Salhy et al [7]发现
肥胖型糖尿病大鼠与正常大鼠相比, 十二指肠

0 引言
糖尿病结肠功能紊 乱是糖尿病(d i a b e t e s
m e l l i t u s, D M)常见的慢性并发症, 发病率约
45%[1], 便秘和腹泻为常见症状. 但时至今日糖尿
病结肠功能紊乱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可能与高
血糖、自主神经病变、胃肠激素、平滑肌变性及
代谢异常等因素有关. 近年来研究表明, 胃肠激
素在糖尿病结肠功能紊乱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
要作用, 胃肠激素是调节胃肠运动的重要因素[2].
我们就几种主要激素与糖尿病结肠功能紊乱的
关系作一综述.

促胰液素水平升高及结肠VIP水平下降, 引起肥
胖型糖尿病大鼠胃肠运动减慢, 可能是VIP浓度
降低使结肠发生过度节段性蠕动, 而有效的推
进性运动减弱. 结肠酪酪肽、VIP和生长抑素浓
度变化可引起肠分泌减少, 胃肠运动减慢, 可能
与糖尿病便秘发生有关. 动物实验发现, 糖尿病
鼠肠道组织VIP浓度明显下降, 给予刺激后黏膜
下神经丛VIP释放也下降, 胰岛素治疗可以改善
上述情况. Lysy et al [8]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乙状
结肠黏膜中, VIP的水平与正常人无差异.
Forrest et al [1]报道, VIP可抑制糖尿病结肠
的自发运动, 这种动力变化可能是兴奋性增加

1 血管活性肠肽 (v a s o a c t i v e i n t e s t i n a l

引起. VIP参加神经和免疫系统的双向通讯, 对

peptide,VIP)
1.1 VIP与结肠动力 又名舒血管肠肽, 1970年由
Said[3]首次从猪小肠中分离纯化得到, 属胰升糖
素-促胰液素家族, 是由28个氨基酸组成的重要
脑肠肽激素. 主要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和胃肠
道黏膜及肠壁神经丛, 整个胃肠道中均有分布.
V I P是非肾上腺素能非胆碱能抑制性神经
递质, 对胃肠动力起抑制性调节作用, 使结肠运

胃肠黏膜具有保护作用, 对消化道运动起抑制

www.wjgnet.com

性调节作用, 其含量改变可能与糖尿病便秘或
腹泻发生有一定相关性. 对于VIP及其受体的深
入研究将有利于糖尿病结肠功能紊乱的诊断和
治疗.

2 生长抑素(somatostatin, SS)
2.1 SS与结肠动力 环14肽, 最初是从下丘脑提取

■背景资料

糖尿病胃肠病是
糖尿病常见的慢
性并发症, 发生率
为30%-76%. 目前
糖尿病结肠功能
紊乱的发病机制
尚不明确. 研究表
明胃肠激素是调
节胃肠运动的重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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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文章重点从结
肠动力、血浆, 结
肠组织SP、VIP、
SS、MTL含量变
化三个角度阐述
胃肠激素与糖尿
病结肠功能紊乱
的关系, 以便了解
胃肠激素在糖尿
病结肠功能紊乱
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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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多肽, 其内分泌细胞集中分布于十二指

他在体内分布十分广泛, 除下丘脑外, 还存在于

肠和近端空肠黏膜窝内, 也存在于神经组织中,

脑的其他部分、胰岛、胃肠道黏膜和外周神经

主要存在于食道、胃、小肠、结肠及胆囊的黏

中. 是抑制胃肠运动的脑肠肽.

膜下层和肌层. 是兴奋胃肠运动的脑肠肽.

低剂量的生长抑素抑制豚鼠远段结肠的纵

近年证实, 在胃窦及十二指肠存在着特异性

肌活动, 高浓度时刺激纵肌及环肌活动. Corleto

MTL受体, MTL可直接作用于该受体, 使细胞内

et al 发现, SS能通过特异性受体直接作用于人

cAMP浓度增加, 引起平滑肌收缩, 调节胃肠运

结肠环形肌细胞, 抑制平滑肌收缩. 还能刺激肥

动. MTL可调节结肠运动且有治疗结肠动力低

大细胞释放生物活性物质, 影响肠道运动, 导致

下潜在的作用, 外源性注射胃动素可增强结肠

肠功能紊乱. 另外, SS抑制促胃液素、胆囊收缩

运动[15], 并随剂量增加而加强. 他可与VIP一道

素、血管活性肠肽、胰多肽、胰升糖素等胃肠

对结肠运动起着拮抗和调节作用.

激素的释放, 因而可间接影响结肠运动. 研究显

3.2 MTL与糖尿病结肠功能紊乱 目前研究多集

示, 正常人血浆SS水平升高时, 结肠运动减弱[10].

中于血液中的报道. Nakanome et al [16]发现无并

在一些因肠道移行过慢致便秘患者的结肠黏膜

发症和有腹泻的糖尿病患者胃排空加快与高胃

[9]

动素血症高度相关. Vazeou et al [17]报告1型糖尿

中, SS含量明显上升 .
2.2 SS与糖尿病结肠功能紊乱

病患者与健康志愿者相比, 血浆胃动素水平明

2.2.1 SS在血液中的变化 国内学者林琳 et al 发
[5]

国内林琳 et al [5]研究发现, 糖尿病鼠血浆

含量降低, 且血浆和肠组织中SS与结肠运动指

MTL异常升高, 其含量与PL收缩频率呈负相关,

标无显著相关性, 可能由于SS释放受多因素的

可能MTL通过内分泌方式影响胃肠运动; 但结

影响(消化道腔内刺激, 神经递质等); 多种激素

肠组织中MTL无明显改变, 并与诸项运动指标

对SS分泌的影响不尽相同如VIP促其分泌, SP抑

无显著相关性. 因此MTL在糖尿病结肠运动障

制其分泌; 也可能受某些实验步骤影响; 或存在

碍中作用尚不清楚. 刘静 et al [12]研究糖尿病腹泻

目前尚未清楚的作用机制.

患者空腹血糖增高, 血浆MTL水平增高, 抑制小

刘静 et al

[12]

研究发现糖尿病性腹泻患者血

肠对水和电解质的吸收, 加强小肠分泌, 促进腹
泻发生.

使生长抑素分泌减少, 从而减弱了其对促胃液

吴波 et al [18]研究显示, 糖尿病胃肠病变患者

素、胃动素分泌的抑制作用以及糖尿病植物神

血浆MTL水平升高, 且与糖尿病的病程呈正相

经功能病变等因素有关.

关. 分析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a 糖尿病植物神

2.2.2 SS在肠组织中的变化 国外文献报道, 糖

经病变, 使得MTL通过胆碱能神经引发胃肠运

尿病大鼠与正常大鼠相比, 结肠黏膜的SS水平

动受阻. b 糖尿病患者MTL活性下降, 降低了对

下降; 在伴有神经病变和不伴有神经病变的NI-

胃肠平滑肌的直接作用. c 血糖升高, 可能减少

DDM患者, 血浆SS水平无差异

胃肠激素是调节
胃肠运动的重要
因素, 研究发现
胃肠激素与糖尿
病患者结肠功能
紊乱具有一定的
相关性. 通过进
一步的深入研究,
将对糖尿病结肠
功能紊乱的发病
机制、诊断、治
疗依据提供新思
路、新方法．

显下降.

现糖尿病鼠血浆SS水平升高, 而结肠组织中SS

浆生长抑素水平降低, 推测可能与高血糖时可

应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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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分离和鉴定的一种生长激素释放抑制激素,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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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提示神经内

胃肠激素分泌的抑制, 使MTL升高. d 由于糖尿

分泌改变在糖尿病发生之前就已经出现. 在非

病的病程长而导致的血管病变, 胃肠道可能发

肥胖型糖尿病大鼠中胃窦VIP、十二指肠SS、

生淤血、水肿, 迷走神经张力升高, 从而刺激胃

结肠促生长激素神经肽等水平变化可能引起肠

动素的分泌.

分泌减少, 胃肠蠕动增快, 与糖尿病腹泻发生有
关[14]. 肥胖型糖尿病大鼠结肠黏膜SS、VIP等水
平变化, 可能与糖尿病便秘发生有关.
最新发现生长抑素可调节自身免疫性糖尿
病发生, 尽管目前对生长抑素变化的确切机制
和意义尚不清楚, 但其含量变化可能与糖尿病
结肠动力紊乱有关.

3 胃动素(motilin, MTL)
3.1 MTL与结肠动力 胃动素是22个氨基酸残基

4 P物质(substance P, SP)
4.1 SP与胃肠动力 是第一个被发现的脑肠肽, 由
十一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多肽. 在体内广泛分
布, 主要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和肠肌间神经丛
中, 在整个胃肠道均有分布, 主要存在于十二指
肠和空肠E C1细胞内, 是促进胃肠运动的神经
递质.
结肠肠肌神经丛中含有SP神经纤维, 他对
消化道平滑肌有强烈刺激作用, 可直接作用于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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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行肌、环行肌引起收缩, 增强结肠收缩和运
动. 另外, P物质作用于外周T细胞上的胃肠肽受
体, 发挥对胃肠道免疫调节作用.
4.2 SP与糖尿病结肠功能紊乱
4.2.1 SP在血液中的变化 国内林琳 et al[5]研究发
现糖尿病鼠血浆SP明显降低, 其含量与PL平均

5

6

7

振幅呈正相关; 而结肠组织中SP增高, 且与糖尿
病结肠动力指标无显著相关性. SP直接作用于
全结肠肠肌, 同时激活结肠中远端胆碱能兴奋

8

通路和结肠近端非胆碱能兴奋通路, 并激活NO
依赖的抑制性神经通路, 而非直接作用于抑制
性神经通路. 吴波 et al

[18]

9

发现糖尿病胃肠病变患

者血浆P物质水平低于单纯糖尿病患者, 这是否
因P物质减少抑制了胃肠道的免疫调节, 或与胃
肠肽能神经受损有关. Kunt et al [19]研究认为1型
糖尿病患者血浆SP明显低于正常人, 在伴有神

10
11

经病变的患者中降低更显著, SP水平与患者年
龄、性别、病程无关. P物质在糖尿病结肠功能
紊乱发病中的根本机制,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2.2 SP在肠组织中的变化 Lysy et al [8]报告, 糖
尿病伴便秘或腹泻患者直肠黏膜P物质低于糖

12

13

尿病无便秘或腹泻患者, 支持糖尿病病理改变
与P物质作用有关. 有文献报道 [20], 在非肥胖型
大鼠和糖耐量异常大鼠与正常大鼠相比结肠组
织SP含量显著升高, 可能是由神经基质和(或)内
分泌细胞的生理活性变化引起. 而在肥胖型糖

14

15

尿病大鼠中结肠组织SP水平下降 [21]. 目前对结
肠组织中SP增高与糖尿病结肠动力紊乱的相关
性尚不肯定.

16

总之, 胃肠激素与糖尿病患者结肠功能紊乱
的关系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为糖尿病结肠功
能紊乱的发病机制、诊断、治疗依据提供新思

17

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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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方法、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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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compsite
Gan’aining (CGN) in inducing the apoptosis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cell line
HepG2 in vitro.
METHODS: Human HCC HepG2 cells were cocultured with non-medicated serum, 5-FU medicated serum, and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GN medicated serum, respectively. The apoptosis of HepG2 cells was detected by TUNEL and
flow cytometry (FCM), respectively.
RESULTS: CGN medicated serum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HepG 2
cells in vitro. After treatment with CGN, typical features of apoptosis such as apoptotic body
were observed under light microscope. High-,
moderate- and low-dose CGN medicated serum
induced apoptotic rates (by TUNEL) of 14.5% ±
1.81%, 13.61% ± 1.78% and 10.19% ± 1.77%,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duced by non-medicated serum (0.74%
± 0.12%)(all P < 0.01). The sub-G1 peaks were
observed by FCM in CGN treated cells and the
apoptosis rates of the cells treated with high-,
moderate- and low-dose CGN medicated serum
were 15.1%, 12%, and 5.5%,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marked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ells treated with non-medicated serum (1.0%)(P < 0.01 or
P < 0.05).
CONCLUSION: CGN can induce the apoptosis
of human HCC cells in vitro in a dose-dependent
manner.
Key Words: Composite Gan’aining ; Apoptosis;
HepG2 cell line; Serum pharmacology
Yuan DS, Wang XH, Li CQ, Liu N. Apoptosis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 HepG 2 induced by
composite Gan’aining medicated serum in vitro.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5): 522-525

摘要
目的: 观察复方肝癌宁含药血清对肝癌HepG2
细胞凋亡的诱导作用.
方法: 运用中药血清药理学方法,选择不同浓
度的含药血清与人肝癌HepG 2细胞共同孵育
观察, 并与阳性血清组、无药血清组作对照.
结果: 复方肝癌宁含药血清可显著抑制HepG2
细胞的增长; TUNEL法检测HepG2细胞在显微
镜下呈现典型的凋亡形态学改变, 可见“凋亡
小体”, 高、中、低剂量含药血清组凋亡率分
别为: 14.50%, 13.61%和10.19%, 与无药血清
组比较P <0.01; 流式细胞仪检测可见亚G 1峰,
凋亡呈含药血清浓度依赖性特点, 高、中、低
剂量含药血清组凋亡率分别为15.1%, 12.0%,
www. wjgnet.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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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与无药血清组比较P <0.01或P <0.05.

每天灌胃1次, 连续3 d, 末次给药后2 h, 以相同
剂量重复给药(灌药前禁食不禁水12 h)1次, 再

结论: 复方肝癌宁可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发挥临床抗肝肿瘤、抗转移的作用.
关键词: 复方肝癌宁; HepG2; 流式细胞术; 细胞凋亡;
血清药理学

过1 h, 乙醚麻醉, 750 mL/L乙醇消毒, 心脏取
血, 3 000 r/min离心20 min, 合并同组动物血清,
无菌分离血清即为含药血清, 经50℃, 30 min水
浴灭活处理后, 置-20℃冰箱保存备用. 临用前加
入RPMI-1640 培养液调成所需浓度供实验用.

袁冬生, 王新华, 李常青, 刘妮. 复方肝癌宁含药血清诱

1.2.2 细胞培养条件 人肝癌细胞HepG 2接种于

导 肝 癌 H e p G 2细 胞 凋 亡 的 实 验 研 究 . 世 界 华 人 消 化 杂 志

将含100 m L/L小牛血清、100 g/L青霉素、

2006;14(5):522-525

100 g/L链霉素的R P M I-1640完全培养液中,

→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522.asp

37℃、含50 m L/L C O 2 培养箱内培养, 并用
2.5 mL/L 胰蛋白酶消化传代.

0 引言
复方肝癌宁是由叶下珠、青蒿、莪术、云芝等
为主组成的中药复方制剂, 临床用于肝癌的治
疗, 有明显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和抗癌抑癌的作
用. 我们研究发现本方能明显提高荷肝癌HepG2
小鼠生存质量和抑瘤率, 体外有明显抑制2.2.15
细胞分泌HBsAg和HBeAg两抗原的作用[1]. 为进
一步探讨复方肝癌宁的抗癌细胞分子生物学机
制, 我们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该方对肝癌HepG2
细胞周期及诱导其细胞凋亡作用的影响.

1.2.3 实验血清添加方法 在指数生长期细胞于
4℃冰箱放置1 h, 使细胞生长同步化, 分别加入
复方肝癌宁(高、中、低剂量)、5-FU, 同时设无
药血清对照组至96孔培养板中, 每个药物浓度设
平行孔6孔. 收集1×109/L细胞, 用含100 mL/L小
牛血清的DMEM洗1次, PBS洗2次, 用70 mL/L
乙醇固定.
1.2.4 指标检测 原位末端核苷标记法(T U N E L)
检测细胞凋亡. 采用T U N E L法(末端脱氧核苷
酰转移酶介导的脱氧尿苷三磷酸原位缺口末
端标记法), 具体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 结果判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人肝癌HepG2细胞株, 由中山大学动物
中心细胞库提供, 常规培养传代. 一级S D大鼠
24只, 雌雄各半, 体质量250-300 g, 广东省医学
动物中心提供, 常规饲养. 制备实验血清用. 5氟脲嘧啶注射液(5-F U): 天津市河北制药总厂
生产, 批号970277. 培养基: DMEM(GIBCO)含
100 m L/L胎牛血清(F C S)、0.3 g/L L -谷氨酰
胺、1 m m o l/L、100 g/L青霉素、100 g/L链
霉素、0.01 mol/L hepes, 5.6 g/L NaHCO3调至
pH7.0. 消化液与溶液: 1.25 g/L胰蛋白酶, 0.2 g/L
EDTA, 碘化丙啶(PⅠ)染色液50 mg/L, 为美国
Sigma公司产品, PBS pH7.4. 原位细胞死亡检测
试剂盒. 流式细胞仪: 美国Beckman Coulter公司
(型号: ALTRA) , 低速离心机, 光学显微镜.
1.2 方法

1.2.1 实验血清的制备 本实验需制备5组实验血
清: 不含药物血清(无药血清组), 阳性对照5-FU
血清组和复方肝癌宁高、中、低含药血清组.
取250-300 g SD大鼠30只, 雌雄各半, 随机分
成5组, 每组6只. 治疗组大鼠按15, 10, 5 g/kg灌
胃复方肝癌宁; 阳性对照组大鼠按5 mL/只; 无
药血清对照组大鼠每天灌胃生理盐水5 mL/只.
www. wjgnet. com

断标准: 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胞核染成棕黄色
的为凋亡细胞. 计数至少1 000个细胞.
流式细胞术(F C M)检测细胞凋亡. 把各类
样品制成单细胞悬液, 固定于70 m L/L冰乙醇
中, 置4℃冰箱固定保存24-36 h, 取出单个细胞
悬液, 离心洗涤去除乙醇, 加PBS, 用300目尼龙
网过滤, PBS洗涤二次, 倒去上清, 调整细胞数(1
×109/L), 加入PⅠ荧光染液1 mL, 孵育25 min,
进行流式细胞仪检测. 运用E X P O32软件采集
30 000个细胞, 进行细胞周期分布及凋亡率测定.
统计学处理 TUNEL法凋亡率采用方差分
析、t 检验进行比较分析; FCM法细胞周期分布
分析和凋亡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细胞的形态学变化 光镜下, 各组细胞均表现
出肿瘤细胞的典型凋亡特征, 如细胞核固缩、
胞质浓缩、细胞体急剧变小、细胞骨架解体等.
其中空白对照组和无药血清组少见有凋亡形态
的细胞出现, 而阳性血清组和复方肝癌宁高、
中、低剂量含药血清组, 则可见有细胞凋亡的
典型形态学变化出现, 如细胞体积缩小, 细胞膜
完整, 细胞核固缩、染色质凝聚深染; 细胞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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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TUNEL法不同实验血清对HepG 2细胞凋亡率(n = 6,
mean±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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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2.0%和5.5%; 而空白对照组和无药血清
组DNA直方图上则见很小的Ap峰, 凋亡率分别
为2.3%和1.0%, 为肿瘤细胞的自发凋亡. 经统计

凋亡率(%)

学χ2检验, 高、中、低剂量血清组和5-FU血清组

空白对照组

0.48±0.08

凋亡率与空白对照组和无药血清组相比均有显

无药血清组

0.74±0.12

著性差异(P <0.01).

5-FU血清组

16.72±1.85b

2.3.2 细胞周期时相分布分析(表2) 空白对照组

高剂量血清组

14.50±1.81b

与无药血清组各期细胞所占百分比非常接近

中剂量血清组

13.61±1.78b

(P >0.05), 阳性血清组和复方肝癌宁高、中、低

低剂量血清组

b

组 别

10.19±1.77

剂量血清组的S期细胞百分比都较前述两组为
高, 而G 0/G 1期和G 2/M期细胞数则明显降低. 其

b

P <0.01 vs 空白组, 无药血清组.

中, 高剂量血清组S期和G 0/G 1期细胞百分比与

表 2 不同实验药物血清对HepG2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时
相分布的影响

组 别

凋亡率(%)

各 期 细 胞(%)

空白对照组及无药血清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P <0.05或P <0.01).
3 讨论

G0/G1

S

G2/M

细胞凋亡(apoptosis)现象早在1972年Kerr et al [2]

空白对照组

2.3

56.9

27.6

15.5

就已描述. 他们主要根据细胞形态学上的不同

无药血清组

1.0

61.3

24.0

14.7

将细胞凋亡和坏死分开, 并指出前者是一个主

5-FU血清组

16.9b

62.8

18.5

18.7

动的、程序化的细胞固有的死亡过程, 称为程

高剂量血清组

15.1b

62.8

14.2

23.0

序性细胞死亡(PCD), 凋亡异常(相对减弱) 是肿

中剂量血清组

12.0b

58.7

19.1

22.2

瘤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各种途径

低剂量血清组

5.5a

63.9

22.6

13.5

和方式诱导、增强肿瘤细胞的凋亡, 是抑制、

a

P ＜0.05, bP ＜0.01 vs 空白组, 无药血清组.

杀伤肿瘤细胞的个重要方面[3].
研究表明该复方药物青蒿 [4-6] 、莪术 [7-9] 、

微绒毛, 胞浆浓缩, 胞浆和细胞器密度增高, 胞

叶下珠 [10-12]、广豆根 [13-15]等均有较好的抗肝癌

内可见空泡, 核染色质浓缩、凝聚靠近于核膜

作用. 中医认为正气虚衰, 邪毒内侵, 气滞血瘀,

周边, 形成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块状(核碎片); 可

癌毒蓄积是肿瘤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因此,

见有膜包裹的“细胞质”或核碎片, 称为“凋

扶正固本, 解毒化瘀, 祛除毒结是治疗肿瘤的基

亡小体”.

本原则. 复方肝癌宁为纯中药复方制剂, 由叶下

2.2 TUNEL法不同实验药物血清对HepG2细胞凋

珠、青蒿、云芝为主, 佐以广豆根、莪术、菟

亡率 高、中、低含药血清组的细胞凋亡率呈浓

丝子等组成. 其中云芝、菟丝子健脾益气、补

度依赖性, 表现出明显的量效关系(表1).

肾养肝, 广豆根、叶下珠、青蒿清热祛湿、理

2.3 凋亡率测定及周期时相分析 由于散射光与

气散结, 莪术活血破瘀, 共奏扶正固本、清热解

细胞大小有关, 在前散射光(F S C)与侧散射光

毒、化瘀散结之功, 故能促使正气恢复、抑制

(SSC)的点图上, 可根据细胞凋亡时, 表现为细胞

肿瘤的生长和发展.

皱缩, 细胞体变小, FSC低于正常, 初步分出正常

流式细胞术(FCM)是当前最先进的技术之

细胞和凋亡细胞. 在直方图上显示, G1/G0、S、

一, 他能迅速、准确、简便地分析细胞周期各

G 2/M以及在G 0/G 1前出现的DNA含量减少亚二

时相的分布. 本研究应用FCM分析了复方肝癌

倍体峰(凋亡峰), 通过测定DNA含量, 分析细胞

宁抗肝癌H e p G 2的细胞学机制, 发现复方肝癌

的周期时相百分率及凋亡率; 异倍体的出现对

宁使DNA合成期(S)细胞明显减少, 百分率下降,

肿瘤的诊断及预后判断有着重要的意义.

而DNA合成前期(G1)细胞显著增加, 说明复方肝

2.3.1 凋亡率测定 在细胞DNA直方图上, 可见阳

癌宁可阻滞癌细胞G1期向S期的进程, 造成G1期

性血清组和复方肝癌宁高、中、低剂量含药血

细胞堆积. 有学者指出, 如G1期被阻断, 就可阻

消组在G 1峰前出现了明显亚二倍体峰, 即凋亡

断DNA合成和复制, 从而能有效地控制癌细胞

细胞形成的凋亡峰(Ap峰), 凋亡率分别为16.9%,

的增殖[16]. 其详细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www. wjgnet.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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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1号对大鼠巨噬细胞杀伤肝癌细胞能力的影响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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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Gan,ai-1 on the
competence of macrophages’ killing HepG 2
cells in Wistar rats, and to explore its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After isolation from Wistar rats, the
macrophage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Gan,ai-1 (0, 25, 50, 75, 100 μmol/L)
for 24 h, and the killing effect of the macrophages on HepG2 cells was evaluated by MTT
assay. The mRNA expression of rat macrophage
cytokine tumor necrosis factor-a (TNF-a), nuclear factor-kB (NF-kB) and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iNOS) was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RESULTS: The inhibitory rates of rat mac-

rophages on the growth of HepG 2 cells were
increased with the elevated concentrations of
Gan,ai-1 and the rates were 28.0% ± 4.5% and
23.5% ± 3.4%, respectively, when 100 and 75
μmol/L Ganai-1 were used,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empty control (P
< 0.05). The mRNA expression of TNF-a, NF-kB
and iNOS were also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Gan,ai-1 level.
CONCLUSION: Ganai-1 can promote the killing
ability of rat macrophages to HepG2 cells by induction of TNF-α, NF-kB and iNOS expression.
Key Words: Gan ,ai -1; Hepatic Carcinoma; Macrophage; Killing competence
Bi MX, Liu ZJ, Wang HL, Shi YJ, Gong JP. Effect of
Gan,ai-1 on competence of murine macrophage in killing
hepatic carcinoma cells and its mechanism.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5):526-529

摘要
目的: 研究中药复方肝癌-1号对Wistar大鼠巨
噬细胞杀伤肝癌细胞HepG 2能力的影响并探
讨其可能机制.
方法: 用0, 25, 50, 75, 100 μmol/L肝癌-1号提
纯液处理Wistar大鼠巨噬细胞24 h后, 用四甲
基偶氮唑盐法(MTT), 检测不同浓度药物处理
后的巨噬细胞对HepG2细胞的杀伤能力; RTP C R法检测各组巨噬细胞T N F-a, N F-k B和
iNOS mRNA表达.
结果: 肝癌-1号处理后, 巨噬细胞对肿瘤抑
制率随药物剂量的升高而升高, 与0 μmol/L
组相比, 100, 75 μ m o l/L浓度时, 巨噬细胞
对H e p G 2细胞具有明显的杀伤作用, 肿瘤细
胞抑制率分别为28.0%±4.5%、23.5%±
3.4%(P <0.05); 同时T N F-a, N F-k B和i N O S
mRNA表达增强.
结论: 肝癌-1号通过诱导巨噬细胞T N F-α,
NF-κB和iNOS mRNA的表达, 增强巨噬细胞
对肝癌细胞HepG2的杀伤能力, 其抗癌效应可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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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仪在490 nm处测定每个小孔的吸光度(A )值,

能与其参与机体免疫调节作用有关.

肿瘤细胞抑制率 = 实验组细胞A 值/对照组细胞

关键词: 肝癌-1号; 肝癌; 巨噬细胞; 杀伤能力

A 值×100%.

毕明星, 刘作金, 王华丽, 时毓君, 龚建平. 肝癌-1号对大鼠巨

1.2.2 肝癌-1号对Wi s t a r大鼠巨噬细胞N F-κ B,

噬细胞杀伤肝癌细胞能力的影响及机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TNF-a和iNOS mRNA表达的影响 采用逆转录聚

2006;14(5):526-529

合酶链式反应(RT-PCR). 收集经不同浓度肝癌-1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4/526.asp

号提取液处理24 h的巨噬细胞, 参照Trizol试剂
盒说明提取总RNA并逆转录为cDNA. 将逆转录

→

0 引言
目前, 中药仍是治疗中、晚期肝癌的重要辅助
手段. 茯苓、白术、黄芪、茵陈是临床实践中
最常用到的、并有确切抗肝癌疗效的中药组
分[1-3]. 我们将上述4种药物制成“肝癌-1号”复
方制剂. 为给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我们观
察了肝癌-1号胶囊对Wistar大鼠巨噬细胞杀伤
HepG2肝癌细胞能力的影响, 并对相关机制进行
了进一步的研究.

产物行PCR: PCR反应体系20 μL, 1.5 mmol/L
MgCl2, 200 μmol/L dNTP, 2.0 U Taq polymerase.
PCR条件: 94℃变性5 min, 94℃ 30 s, 55℃ 30 s,
72℃ 60 s, 共30个循环. 最后72℃延伸10 min.
相应扩增引物序列如下: TNF-a上游引物: 5'-CC
CTCACACTCAGATCATCTTCTCAA-3', 下游引
物: 5'-TCTAAGTACTTGGGCAGGTTGACCTC3'; NF-kB上游引物: 5'-ACGATCTGTTTCCCCT
CATC-3', 下游引物: 5'-TGCTTCTCTCCCCAGC
AATA-3'; iNOS上游引物5'-ACAACGTGGAGA

1 材料和方法

AAACCCCAGGTG-3', 下游引物5'-ACAGCTCC

1.1 材料
1.1.1 主要仪器和试剂 HepG2细胞株(由本实验
室传代培养); Wistar大鼠(♂, 8-12 wk, 重庆医科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CO2培养箱(Forma, 3131, 美
国); RPMI 1640培养基(Gibco公司); 新生牛血清
(华美公司); 肝癌-1号提取液(由本实验室提纯);
RT-PCR试剂盒, Trizol RNA提取试剂盒(Gibco
公司).
1.1.2 大鼠腹腔巨噬细胞收集、纯化和培养
Wistar鼠腹腔注射可溶性淀粉(45 g/L)2 mL/只,
3 d后收集腹腔液, 1 000 r/min 离心 5 min, 以
Hang's液洗3次, RPMI 1640培养液调节细胞浓度
为1×109个/L, 加入24孔培养板, 在37℃, 50 mL/L
的CO2培养箱内培养2 h. 去除非黏附细胞, 所剩
贴壁细胞, 经特异性酯酶染色, 证实95%以上为
巨噬细胞.
1.2 方法
1.2.1 肝癌-1号对Wistar大鼠巨噬细胞杀伤HepG2
细胞能力的影响 采用四甲基偶氮唑盐法(MTT).
稀释后的巨噬细胞, 加入24孔培养板, 每孔
1 mL, 每组6个平行孔, 置37℃, 50 mL/L CO2温
箱孵育2 h, 加入肝癌-1号提取液, 并调至终浓度
分别为0, 25, 50, 75, 100 μmol/L, 继续孵育24 h,
8

GGGCATCGAAGACC-3' (由美国Gibco公司合
成). 在检测各样本NF-kB, TNF-a和iNOS mRNA
之前, 先采用b-a c t i n引物扩增各样本, 以对各
样本的RNA进行计量标准化评估. PCR产物经
20 g/L琼脂糖电泳后, 用凝胶分析系统进行分析.
统计学处理 采用SSPS 10.0软件分析数据,
结果用mean±SD表示, 采用t 检验, P <0.05认为
有显著性差异.

2 结果
2.1 MTT法检测肝癌-1号对Wistar大鼠巨噬细胞
杀伤HepG2细胞能力的影响 与肝癌-1号药物浓
度为0%组相比, 在100 μmol/L、75 μmol/ L浓
度时, 巨噬细胞对HepG2细胞具有明显的杀伤作
用, 肿瘤细胞抑制率分别为28%, 23.5% (P <0.05);
而50 μmol/L和25 μmol/L的药物浓度不能使巨
噬细胞显著杀伤HepG2细胞(P >0.10)(表1).
2.2 肝癌-1号对Wi s t a r大鼠巨噬细胞N F-κ B,
TNF-a和iNOS mRNA表达的影响 各实验浓度
下, 均可见NF-κB, TNF-a和iNOS mRNA表达,
且随浓度增加, 表达呈增高趋势(图1).
3 讨论

弃去培养液, PBS洗2遍, 加入1 mL浓度为2×10

传统中医认为肝癌为气滞血瘀、湿热聚毒、脾

个/L的HepG 2细胞, 再孵育24 h,于培养结束前

虚湿困、痰瘀毒阻结于胁下而成, 属本虚标实之

4 h每孔加入20 μL MTT, 37℃温育, 吸出上清

证, 统计分析表明祛湿健脾理气为治疗肝癌的常

液, 加入200 μL二甲基亚砜, 溶解并摇匀, 用酶

用治法, 茯苓、白术、党参、黄芪等益气健脾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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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具体阐述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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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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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1号药物浓度 (μmol/L)

A值

抑制率 (%)

100

0.10±0.01a

28.0±4.5

75

0.11±0.02

a

23.5±3.4

50

0.14±0.02

6.4±1.8

25

0.15±0.01

3.2±0.7

0

0.15±0.01

0

750 bp
1 000 bp
2 000 bp

100 bp
250 bp
500 bp
750 bp
1 000 bp
2 000 bp

a

P <0.05 vs 空白对照.

祛湿中药为首选药物

[1-3]

, 通过健脾理气、化瘀

散坚、清热解毒、扶正固本、祛湿等达到治疗
目的. 作为中、晚期肝癌的辅助疗法, 上述药物

2 000 bp

的确有一定的临床疗效, 但具体作用的分子机
疫效应细胞, 研究表明许多抗癌中药是通过激

b-actin
NF-kB

Marker

1

2

3

4

5

b-actin
TNF-a

Marker 1

2

3

4

5

100 bp
250 bp
500 bp
750 bp
1 000 bp

制, 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巨噬细胞是重要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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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bp
250 bp
500 bp

表 1 肝癌-1号对Wistar大鼠巨噬细胞杀伤HepG2细胞能
力的影响 (mean±SD)

本组方为低毒的
传统肝癌用药, 具
有价廉、毒性低
的优势, 作为肝癌
的辅助治疗手段,
具有广泛的研究
和推广价值.

2006年2月18日

b-actin
iNOS

Marker 1

2

3

4

5

图 1 不同药物浓度对巨噬细胞NF-κB, TNF-a和iNOS
mRNA表达的影响. A-E泳道药物浓度分别为: 100, 75, 50,
25, 0 μmol/L.

活巨噬细胞, 增强巨噬细胞分泌细胞因子IL-1、
IL-6、TNF-a, 释放NO等, 从而发挥其抗肿瘤的
[4]

活性 .
本实验中通过MTT法证实, 肝癌-1号也可活

具有价廉、毒性低的优势, 作为无法手术切除
的中, 晚期肝癌的辅助治疗手段, 显然具有进一
步研究和推广的价值.

化巨噬细胞, 随药物浓度的增加, Wistar大鼠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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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与手术、放射治
疗相比, PDT具有
相对侵入性低, 作
用靶点准确; 相对
于放疗, 能以重复
剂量应用而无总
剂量限制; 应用方
便, 且无重大副作
用. 关于PDT在肿
瘤治疗方面的临
床应用国内外均
有较详实的报道,
但对光化学疗法
改善消化道肿瘤
患者生活质量的
研究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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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effect
of photofrin photodynamic therapy (PDT)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rcinoma.
METHODS: Twenty-six esophageal carcin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conservative method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were then
treated with PDT under endoscope. Endoscopy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tumor response
to PDT.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by
WHOQOL-BREF to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life
(QOL) and the survival time of patients as well
as the side effect of PDT.
RESULTS: The total rate of effective PDT
was 76.9%(20/26), and patients whose clinical
symptoms alleviated covered a percentage of
80.8%(21/26). The half-year survival rate for the
patients was 73.1%(19/26). The QOL of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domains 3 mo after PDT (F = 4.827,
P < 0.05).
CONCLUSION: PDT is effective and safe in the
treatment of middle- or late-stage esophageal

carcinoma.
Key Words: Photochemotherapy; Esophageal carcinoma; Clinical efficacy; Quality of life
Pan LN, Zhang ZY, Li M, Su RL. Effect of photodynamic
therapy for esophageal carcinoma in near futur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5):530-532

摘要
目的: 探讨光动力学疗法(p h o t o d y n a m i c
therapy, PDT)对食管癌的治疗效果及其对患
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用保守方法治疗的中晚期食管癌26
例, 全部患者进行内镜下PDT. 于治疗前及治
疗后复查内镜并进行临床症状评定, 并对患
者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
(WHOQOL-BREF)进行调查, 随访生活质量、
生存时间, 观察毒副作用.
结果: 光动力治疗后总有效率76.9%(20/26),
临床症状缓解率80.8%(21/26); 半年生存率
73.1%(19/26). 与治疗前比较, 患者PDT后3 mo
生理和心理领域的生活质量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F = 4.807, P <0.05).
结论: P D T可显著改善食道癌患者的临床症
状和生活质量, 毒副反应小, 耐受性好, 是一种
较好的治疗中晚期食道癌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 光动力学疗法; 食管癌; 疗效; 生活质量
潘林娜, 张志燕, 李曼, 苏蓉玲. 光动力治疗食管癌26例. 世界华
人消化杂志 2006;14(5):530-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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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光敏效应是德国学者Raab 1887年首次发现的,
自1960年代在美国首次临床应用以来, 随着激
光和光敏技术的进步和内镜应用范围的不断扩
大, 光动力学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 PDT)迅
速发展, 成为普及全球, 适用于体表和内腔肿瘤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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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疾病的安全有效的新方法 [1-3], 具有并发

表 1

■创新盘点

PDT术后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症少、实施简便、可反复实施等优点. 该疗法
还可联合其他疗法包括化疗、放疗等. 我院应

主要症状

n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用该疗法治疗食道癌26例, 现就其近期疗效分

吞咽困难

18

8

8

2

析报告如下.

胸痛

8

3

2

3

1 材料和方法

表 2

PDT治疗后疗效情况

无效

1.1 材料 选用2004-06/2005-06因吞咽困难等

→

症状到本院就诊, 经内镜和病理确诊的食道癌

诊断

患者26例, 其中男性25例, 女性1例; 年龄56-74

食道癌 26 20 (76.9%) 4 (15.4%) 2 (7.7%) 20 (76.9%)

n

PR (%)

MR (%)

NR (%)

CR+PR (%)

岁, 平均63岁. 其中病灶位于食管上中段者17例,
位于下段者9例; 病理诊断均为鳞癌; 病变长度

表 3

生活质量治疗前后变化

3-5 cm者8例, >5 cm者18例, 最长者达10 cm.
1.2 方法 采用DIOMED630光动力治疗系统, 治
项目

疗光波长630 nm, 患者静脉注射光敏剂24 h后
进入内镜室进行光动力治疗, 根据肿瘤大小选
2

2

择治疗剂量, 200-300 J/cm , 一般为250 J/cm ,
如肿瘤向腔内突出明显或浸润较深, 则选用较
大剂量300 J/cm2, 如肿物较小, 浸润较浅, 则选
用较小剂量200 J/cm2. 治疗时顺内镜活检孔道

治疗前

治疗后
3 mo

6 mo
a

38.3±15.9
48.5±15.3

生理领域

46.4±15.6

59.5±12.1

心理领域

56.3±17.1

67.5±11.5a

社会关系领域

55.6±20.1

62.8±18.9

46.7±19.1

环境领域

54.0±17.0

56.0±14.2

50.6±16.0

a

F = 4.807, P <0.05 vs 治疗前.

插入光纤, 待光纤到达肿瘤部位时, 开启光动
力治疗仪激发光纤输出红光, 照光时间一般为
15-30 min, 静脉注射光敏剂48 h后行第2次光
动力治疗, 72 h后行第3次光动力治疗, 方法及
监测同前. 总治疗剂量为1 100-4 200 J(平均为
2 237.5 J).
1.2.1 评估标准 疗效标准: 分级采用全国与国际
通用标准, 即完全效应(CR): 肿瘤完全消失, 病
理活检阴性, 持续1 mo以上; 明显效应(PR): 肿
瘤最大径和其垂直径或肿瘤高度的乘积缩小
50%以上, 并持续1 mo; 稍有效应(MR): 肿瘤缩
小不及50%, 并持续1 mo; 无效(NR): 肿瘤无变
化或增大.
1.2.2 生活质量指标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

2 结果
2.1 随访时间和生存期 26例患者平均随访时间
5.3(0.5-14) mo; 半年生存率为73.1%(19/26).
2.2 临床症状、肿瘤指标改善情况 所有患者总
的临床症状缓解率为80.8%(21/26)(表1). 本组26
例患者中, PR 20例(76.9%), MR 4例(15.4%), NR
2例(7.7%), 总有效率(CR+PR)为76.9%(表2).
2.3 生活质量指标变化情况(表3) 本研究各阶段
生存患者均全部完成量表调查.
2.4 不良反应及并发症 26例患者仅有1例出现皮
肤过敏反应, 为轻度皮肤潮红, 应用抗过敏治疗
和加强避光后好转, 光敏剂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8%(1/26).

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中国版, 分别
在治疗前及治疗后第3, 6 mo对生存患者进行调

3 讨论

查, 如患者能阅读量表, 则由其独立填写或回答,

光动力治疗(photodynamic therapy, PDT), 又称光

否则由调查者帮助阅读或填写. 得分越高, 生活

敏治疗(photosensitization), 是一种利用内源性或

质量越好.

外源性光敏剂在肿瘤组织中选择性浓集的肿瘤

1.2.3 主要结局观察指标 (1)患者治疗后生存期;

治疗方法, 机体生长活跃的组织如肿瘤能选择性

(2)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肿瘤指标、内镜表现改

较高地摄取光敏剂, 其浓度大大高于正常组织,

善情况; (3)生活质量指标变化情况; (4)并发症及

光敏剂在相应波长有效光源的激发下, 可引发一

毒副反应.

系列光动力作用, 使生物分子、细胞、机体组织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示, 计量

发生形态和机能的变化, 产生有细胞毒作用的

资料用mean±SD表示. 计量资料自身前后对比

单态氧或氧自由基, 毒杀肿瘤细胞, 破坏肿瘤血

采用t 检验, 由SPSS 10.0统计软件包处理.

管, 导致肿瘤坏死、脱落, 达到治疗目的[4-6]. 这

www.wjgnet.com

本文通过对患者
的生活质量进行
有针对性的研究,
结果显示其能够
改善患者的生理
和心理领域的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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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PDT对食
管癌的近期疗效
进行了报道, 选题
具有一定的临床
实践意义. 但存在
的问题是样本例
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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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中靶组织内必须有充分的氧参与,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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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放疗、化疗)不相互排斥, 且具有一定的
协同作用, 故在肿瘤治疗中具有特殊的地位[7-10].
PDT由于食道癌管腔窄, 光照盲区少, 故疗效较

2

稳定而应用较为广泛[11,12]. 他对癌组织有选择性
毁损作用, 侵入性少, 适于各期和各年龄段患者.

3

国外报道, 对早期和进展期食道癌, 有效率
16%-97%, 多数报道在70%左右; 对晚期及术后
复发病例, 有效率15%左右, 可明显缓解吞咽困
难和出血等并发症,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13,14]

4

. 我

们所选病例均为中晚期经放疗和化疗后无法控
制其进展的食道恶性肿瘤, 病灶位于管腔, 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 对于大多数晚期肿瘤患

5

者来说只能是姑息治疗, 无法清除相邻器官转
移灶和远处转移灶. 本研究资料显示PDT对食管
癌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达76.9%(20/26); 临床症

6

状缓解率达80.8%(21/26), 与国外文献报道大致
相符. 说明尽管所选病例为晚期患者, 但是PDT
的近期疗效是相当好的; 患者的腔道梗阻得到

7

明显改善, 吞咽困难和胸痛等临床症状得到明
显缓解, 说明患者的生存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15].
PDT不良反应主要为皮肤光过敏, 表现为皮
肤的潮红, 一般持续1-2 wk, 严格避光护理即可

8
9

避免光过敏反应的发生和缓解光过敏反应的症
状[16].

10

国内长期不重视疾病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
近些年来, 这方面已经得到逐步加强, 但对光化

11

学疗法改善消化道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未
见报道. 我们采用国际上得到公认的WHOQOLBREF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结果显示其能够改善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领域的

12

生活质量, 尤其是近期的生活质量, 时间延长,
生活质量有所降低, 这与患者病情又逐步加重

13

有关, 因此可以从生活质量的变化来判断其主
观感觉的变化过程, 从主观感觉的角度来反映

14

病情的变化, 有助于临床医生全面地衡量病情
和判断疗效. 社会关系和环境领域的生活质量
影响不大, 可能与这些领域涉及许多社会性和
物质性的问题, 并非单纯的临床治疗所能够解
决的有关.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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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portal
hypertensive gastropathy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irr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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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肝硬化并门脉高压性胃病(PHG)的
临床特点及其与肝功分级、食管静脉曲张的
关系.

Shuai Wang, Wei Wen, Peng Yao, Li-Juan Gong,
Ping Qiu, Da-Rong Hu

方法: 对208例肝硬化患者进行常规胃镜检
查, 并对其并发PHG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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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of Beijing Military Command, Beijing 1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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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08例肝硬化患者中, 食管静脉曲张178
例(85.6%), PHG发生率为38.0%(79例). 随肝
功能Child-Pugh分级级别增加, PHG发病率及
严重程度呈上升趋势(P <0.01); 而随着食管静
脉曲张严重程度上升, P H G发病率亦有上升
(P <0.05); 原无PHG的19例患者硬化剂治疗后
有4例(21.1%)出现PHG.

Abstract

AIM: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ortal hypertensive gastropathy (PHG) in patients with hepatocirrhosis and its relations with
liver function and varicosity of esophagus.
METHODS: Gastric endoscopy was performed
in 208 inpatients with hepatocirrhosis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PHG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Of all the 208 patients, 178(85.6%)
had varicosity of esophagus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PHG was 38.0%(79/208). The incidence
rate of PHG wa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d
grade of live function (χ2 = 22.151, P < 0.01) and
esophageal varicosity (χ 2 = 16.656, P < 0.05).
After endoscopic injection sclerotherapy in 19
patients, PHG appeared in 4 (21.1%).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rate of PHG is
increasing with the increased grade of live function and the severity of esophageal varicosity.
Key Words: Hepatocirrhosis; Portal hypertensive
gastropathy; Liver function; Varicosity of esophagus
www.wjgnet.com

结论: 肝硬化患者PHG发病率随肝功能分级
及食管静脉曲张严重程度的增加而上升.
关键词: 肝硬化; 门脉高压性胃病; 肝功能; 食管静脉
曲张
王帅, 闻炜, 姚鹏, 龚丽娟, 邱萍, 胡大荣. 肝硬化并门脉高压性
胃病的临床研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5):53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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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门脉高压性胃病(portal hypertensive gastropathy,
P H G)系由门脉高压引起的胃黏膜非炎症性病
变, 是引起非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较常见原因.
关于其发病率报道差异较大, 肝硬化中半数以
上可见PHG, 多为轻度, 平均约占49%, 重度占
14% [1]. 为进一步了解其发病特点及防治措施,
我们对经内镜检查的208例肝硬化患者的情况
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随机选择我科1998/2004住院的肝硬化

■背景资料

肝硬化门脉高压
致上消化道主要
的病变是食管-胃
底静脉曲张, 最
严重且死亡率高
的并发症是曲张
静脉破裂出血.
然而还有非静脉
曲张破裂所致出
血, 其中较常见的
为门脉高压性胃
病(PHG). 其发病
机制是门脉高压
致胃黏膜毛细血
管、小静脉扩张
及黏膜水肿. PHG
只有在胃镜下才
能诊断. 关于PHG
的治疗是近年研
究的重点, 主要集
中在应用不同药
物治疗的效果上.

534
■创新盘点

本研究在以往相
关研究的基础上,
对本中心208例肝
硬化患者的肝功
能、静脉曲张程
度与PHG的关系
进行了较全面的
研究, 并且对PHG
的治疗进行了进
一步全面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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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例食管静脉曲张患者中, 有66例患者施

肝功分级与PHG的关系

行硬化剂注射治疗158例次, 其中27例次为急诊
PHG n (%)

肝功Child

轻度PHG

重度PHG

合计

分级

无PHG

A级

53 (84.1)

8 (12.7)

2 (3.2)

63

B级

49 (57.0)

27 (31.4)

10 (11.6)

86

C级

27 (45.8)

20 (33.9)

12 (20.3)

59

合计

129 (62.0)

55 (26.4)

24 (11.5)

208

止血治疗, 131例次为择期治疗. 每次治疗后均常
规给予胃黏膜保护剂及凝血酶口服. 末次硬化剂
治疗后55例患者平均随访18.6±6.8 mo, 静脉曲
张减轻者46例(83.6%). 随访患者中, 原无PHG的
19例患者有4例(21.1%)出现PHG, 原为轻度PHG
的22例中有3例(13.6%)加重为重度, 而原有PHG

2
2
χ = 22.151>χ 0.005,4 = 14.86, P <0.01.

表 2

的47例患者中无1例消失或减轻.

食管静脉曲张程度与PHG的关系

3 讨论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是肝硬化门脉高压

PHG n (%)

静脉曲张
分度

合计

所致上消化道出血的主要原因, 而PHG在肝硬化

无PHG

轻度PHG

重度PHG

无

28 (93.3)

1 (3.4)

1 (3.4)

30

轻度

22 (64.7)

8 (23.5)

4 (11.8)

34

中度

45 (57.7)

22 (28.2)

11 (14.1)

78

静脉扩张及黏膜水肿, 组织学特点为无炎症性或

重度

34 (51.5)

23 (34.8)

9 (13.6)

66

只有轻度炎症细胞浸润, 可有显性或非显性出

合计

129 (62.0)

55 (26.4)

24 (11.5)

208

血[4]. 此病只有在胃镜下才能做出诊断, 具有特

2
2
χ = 16.656>χ 0.025,6 = 14.45, P <0.05.

患者上消化道出血中的地位早已引起重视. PHG
产生机制是门脉高压等致胃黏膜毛细血管、小

征性的镜下表现为黏膜或黏膜下小血管扩张. 我
们检查的208例患者中发现伴发PHG者79例, 占

患者208例, 其中男168例, 女40例; 年龄22-71岁,

38.0%, 其中55例(69.6%)为轻度, 病变集中在胃

平均45.8岁. 其中肝炎后肝硬化195例(93.8%),

底及近端胃体. 少数患者病变弥漫全胃, 有较高

酒精性肝硬化8例(3.9%), 其他5例(2.4%). 肝功

的出血倾向.

能按Child-pugh分级: A级63例(30.3%), B级86例

表1显示, 随着肝功分级的增高, PHG的发病

(41.3%), C级59例(28.4%).

率也上升, 且PHG程度也呈上升趋势. PHG的发

1.2 方法 胃镜检查采用Olympus GIS-100型电

生与肝功能密切相关[5]: 肝功能障碍导致白蛋白

子胃镜, 内镜下详细记录胃黏膜损伤情况及食

合成减少, 胃黏膜水肿, 肠源性扩血管物质胰高

管、胃底静脉曲张程度. PHG按Mc Cormack标

血糖素等增多, 门静脉血流量增加. 同时动静脉

准, 轻度: 细小粉红色斑点或“猩红热样疹”,

短路开放, 使胃黏膜有效血容量减少而缺氧. 另

在条纹外观皱褶表面出现浅红色斑, 蛇皮征或

外由于侧枝循环形成致肠道有毒物质不能完全

马赛克征(mosaic征); 重度: 散在樱桃红斑点, 弥

清除, 导致内毒素血症, 激活激肽系统, 使血管收

漫出血性胃炎 . 食管静脉曲张程度按中华医学

缩, 组织缺氧, 加上内毒素尚激活一氧化氮合成

会消化内镜学会昆明会议标准分轻、中、重度[3].

酶, 释放大量一氧化氮, 对血管系统产生细胞毒

肝硬化肝功能Child-pugh等级分为A、B、C三

性, 降低了血管收缩的敏感性且抑制胃黏膜上皮

级. 硬化剂治疗采用50 mg/L鱼肝油酸钠进行血

的增殖, 从而造成胃黏膜损害. 此外, 某些细胞因

[2]

管内注射, 每次注射4-6点, 每点注射4-5 mL, 每
隔1 wk注射1次, 直至曲张静脉完全消失或减轻
为轻度, 后每半年左右复查胃镜1次.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08例肝硬化患者中发现食道静脉曲张178例
(85.6%), 其中轻度34例, 中度78例, 重度66例. 发
现PHG 79例(38.0%), 其中轻度55例, 重度24例.
不同肝功能分级患者发生PHG的情况见表1. 不
同程度食管静脉曲张患者发生PHG情况见表2.

子血管上皮生长因子在PHG发生中发挥作用[6].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与PHG均为门脉高压所
致, 两者可同时并存或单独存在[7,8]. 表2显示, 30
例无静脉曲张的患者中仅有2例并发PHG, 全部
208例患者的静脉曲张程度与PHG的发生有相关
性, 提示我们随着静脉曲张程度加重, PHG发生
率增加. 这与唐莲风 et al [9]的报道一致.
食管静脉曲张硬化剂注射或套扎治疗后, 胃
黏膜血流停滞、淤血加重, 激光多普勒信号低
下、Hb量增加, PHG加重[10-12]. 但也有胃、食管
静脉曲张患者经治疗后PHG无恶化, 主要原因为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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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肾短路等其他因素 . 本研究中, 经硬化治疗后,

6

原无PHG的19例患者有4例(21.1%)出现PHG, 原
为轻度PHG的22例中有3例(13.6%)加重为重度,
而原有PHG的47例患者中无1例消失或减轻. 支

7

持上述观点.

8

降低门脉压是PHG的基本治疗方法, 可选择
药物有心得安、善的定[14]等, 还可选择其他类药
物如德诺、西米替丁[15]、法莫替丁等. 但急性出
血时不能使用心得安, 以防止抑制心脏对低血
容量的调节作用. 外科分流术及TIPS尽管能降
低门脉压和改善PHG, 但并非针对PHG的治疗
措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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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文结果显示,
PHG在上消化道
出血中占较高比
例, 明确患者出血
原因对治疗成功
率及降低死亡率
至关重要. 本文对
PHG治疗的药物
选择有一定指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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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拉米夫定治疗无效慢性乙肝患者 106 例
杨守平, 胡德昌, 胡锡琪, 郑可飞

■背景资料

1998年底批准拉
米夫定用于治疗
CHB以来, 因其药
抑制病毒迅速, 临
床症状恢复较好,
加之口服方便, 总
体上不良反应发
生率较低等优点,
而被大力推广临
床应用. 然而随着
时间的推移, 临床
上遇到了一些治
疗上的问题. 通过
对长期拉米夫定
治疗无效的CHB
病例分析, 寻找可
汲取的临床经验
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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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summarize the valuable experiences
through analysis of long-term ineffective treatment with Lamivudine (LAM) o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研发前沿

拉米夫定是一个
优点和缺点都非
常鲜明的抗病毒
药物. 开始用药时
抑制病毒作用显
著, 停药后病毒很
快复制, 长期应用
易出现耐药变异,
肝炎复发, 最终导
致治疗失败. 其主
要问题是远期疗
效和停药后所引
起的风险, 如何避
免和处理这个问
题, 已成为临床医
师关注的热点与
重点.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early-stage cirrhosis, were followed
up and the clinical data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ll the patients were observed in terms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received tests of liver
function, hepatitis B virus markers and YMDD
mutations. Of these patients, 17 also received CD
cell examination, and 43 received liver biopsies.
RESULTS: The percentages of elevate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n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were 100% (106/106) and
92.5% (98/106), respectively. All the 106 patients
were HBsAg-positive, and 104 were HBeAg-

positive while 2 were HBeAb-positive. The level
of HBV DNA was lower than or equal to 10 8
copies/L in 4 patients, and higher than or equal
to 10 9 copies/L in 102 patients, of which 65
(61.3%) patients had YMDD mutations. Of the 43
patients received liver biopsy, mild histological
changes were found in 18 cases, moderate in 15
cases and severe in 10 cases. Of the 43 patients,
23 were accompanied with early-stage liver cirrhosis, of which 22 were severe cases.
CONCLUSION: LAM can short-termly inhibit
HBV replication, reduce aminotransferase level
and improv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effectively
in chronic hepatitis B patients. However, it was
ineffective in long term. The risks of severe disease increase in patients accompanied by earlystage liver cirrhosis no matter whether LAM
treatment is stopped.
Key Words: Chronic hepatitis B; Ineffective treatment; Lamivudine
Yang SP, Hu DC, Hu QX, Zheng KF. Long-term ineffectiv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patitis B with Lamivudine:
an analysis of 106 cas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6;14(5):536-539

摘要
目的: 通过对长期拉米夫定治疗无效的慢性
乙型肝炎(CHB)病例分析, 寻找可汲取的临床
经验和教训.
方法: 观察和随访长期(12-60 mo)拉米夫定治
疗无效的C H B或伴有早期肝硬化患者共106
例. 项目包括除临床表现、肝功、乙型肝炎病
毒学标志物及YMDD变异检测外, 有17例进
行了CD细胞检测, 43例进行了肝活检.
结果: 106例患者长期持续服用拉米夫定
期间(86例)和停服拉米夫定后(20例)出现
A LT、A S T异常率分别为100%(106/106),
92.5%(98/106). HBsAg阳性106例, HBeAg阳
性104例, HBeAb阳性2例. HBV DNA(PCR):
≤108 copies/L 4例, ≥109 copies/L 102例, 其
中YMDD变异65例, 变异率61.3%. 肝组织病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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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药与病情变化

表 2

停

组别

n

CHB伴CC

23

6

6

CHB

83

14

1

合计

106

20

7

n

重

不停

n

重

(%)

17

10

58.0

7.1

69

5

7.8

36.8

86

15

17.8

(%)
100

理变化: 肝活检43例, 轻、中、重度分别为18,
15, 10例, 其中伴有早期肝硬化23例. 病情类
型: 重度以上22例(20%), 余为轻、中度.
结论: 拉米夫定抑制HBV DNA作用显著, 对
CHB患者近期降酶、改善临床症状较快, 然
乏远期持续效应. 伴有早期肝硬化CHB患者
停药与否均有病情加重的风险.
关键词: 慢性乙型肝炎; 治疗无效; 拉米夫定

■相关报道

43例血清与肝组织中HBV标志存在状况

肝内HBsAg

血清阳性

HBcAg阳性

n HBeAg/HBeAb HBVDNA (-) 单一(+) 双(+)

HBVDNA
(-)

105

106-8

3

3/0

0

0

1

1

YMDD野生 13

11/2

4

9

0

5

8

YMDD变异 27

27/0

14

13

1

6

20

合计

41/2

18

22

2

表 3

43

→

表 1

1

近年来, 对拉米夫
定治疗CHB停药
后肝炎复发和长
期应用出现耐药
变异的病例报道
甚多, 本文只参考
了部分有关研究
报道.

12 29

17例患者CD4/CD8比值

病型

n

轻
中
重
合计

CD4/CD8比值
<1.20

1.20-1.50

6

3

2

>1.50
1

4

4

0

0

7

6

0

1

17

13

2

2

杨守平, 胡德昌, 胡锡琪, 郑可飞. 长期拉米夫定治疗无效慢性乙
肝患者106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6;14(5):536-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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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治疗无效病例的基本结果 106例患者的拉米

0 引言
应用拉米夫定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B)停药后
常有复发 [1-4], 但长期持续服用拉米夫定治疗病
情反复的报道甚少, 我们对106例长期拉米夫定
治疗无效的CHB或伴有早期肝硬化(代偿性肝硬
化, CC)病例进行临床分析.

夫定治疗12 mo以上, 最长60 mo, 平均20.3 mo.
106例患者中长期持续服用拉米夫定治疗86例,
服拉米夫定达到1 a以上的疗程后停药20例, 在
停药后2-11 mo出现病情反跳. 肝功能: ALT异
常106例, 发生率为100%; AST异常98例, 发生
率为92.5%. 乙型肝炎病毒学标志物: HBsAg阳
性106例, HBeAg阳性104例, HBeAb阳性2例; ≤

1 材料和方法

105 cops/mL 4例, ≥106 cops/mL 102例, 其中

106例患者来源于1999-10/2004-12复旦大学附

YMDD变异65例, 均为持续服用拉米夫定的患

属中山医院和浙江省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

者, 变异率为61.3%. 肝细胞病理变化: 肝活检43

和住院患者, 男90例, 女16例. 年龄14-68岁, 平均

例, 轻、中、重度分别为18, 15, 10例, 其中伴有

35.2岁. 所有CHB患者的诊断标准、临床病情程

早期肝硬化(CC)23例. 病情类型: 重度以上22例

度和病理分级分期参照2000年全国传染病与寄

(20%), 余为轻、中度.

[5]

生虫病会议制定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 .

2.2 停药与病情变化(表1) 停药者病重出现率明

纳入标准: (1)正在服用拉米夫定或曾服用拉米

显高于持续用药者, 其中CHB伴有早期肝硬化

夫定; (2)服药时间在1 a以上. 观察和检测项目

者尤为明显.

除临床表现、血、尿常规, 肝功能, 乙型肝炎病

2.3 血清与肝组织中H B V标志表达(表2) 43例

毒标志物及YMDD变异检测外, 有17例进行了

肝活检病例的血清或肝内H B V复制标志多呈

CD细胞检测, 43例进行了肝活检. 治疗无效判断

阳性, 其中在肝组织双阳性中YMDD变异组占

标准: (1)肝功能异常[血清ALT/AST升高≥3×

46.5%(20/43).

ULN(正常值上限)]; (2)HBsAg阳性, HBeAg阳性,

2.4 CD4/CD8比值与病情(表3) 中重度以上CHB

HBV DNA阳性; (3)排出HAV、HCV、HEV及其

患者CD4/CD8比值多呈下降趋势. 对42例(2/5)患

他病毒感染, 合用其他药物(如草药)、饮酒、服

者进行了随访, 其中2例3 a后转肝癌, 2例行肝移

用药物依从性差等因素.

植术; 另2例病情转重后, 短期内肝功能衰竭死亡.

www.wjgnet.com

■创新盘点

应用拉米夫定治
疗CHB停药后常
有复发, 但长期持
续服用拉米夫定
治疗病情反复的
报道甚少, 本文对
106例长期拉米
夫定治疗无效的
CHB或伴有早期
肝硬化(代偿性肝
硬化, CC)病例进
行回顾性分析与
总结, 提出对拉米
夫定要慎用, 慎
停, 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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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长期服用拉米夫
定治疗CHB所产
生的正面和负面
影响, 应当从潜在
的临床益处、发
生YMDD变异和
其他可能危险和
停药后应答的持
久性等方面全面
权衡. 否则, 长期
治疗延缓疾病进
展的益处将被抵
消, 尤其是已有肝
纤维化或伴有肝
硬化患者中更易
发生负面影响. 因
此, 医生在用药前
要对患者的病情
和背景要有一个
综合评审, 一定
要严格掌握适应
症, 避免盲目使
用. 在用药期间,
必须定期随访, 密
切监测. 对于疗程
已达到1 a以上的
CHB患者, 不要
单纯从ALT复常,
HBVDNA阴性,
HBeAg/抗-HBe血
清转换这几方面
决定停药, 要从多
方面对患者的肝
脏的代偿机能和
储备功能进行判
断, 对可能带来的
结局进行评估, 尽
量避免医疗风险.
对复发后病情较
重者, 宜及时收住
院积极治疗, 以防
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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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HBV前C区变异株患者及野生株患者CD4,

3 讨论
我国药品监督管理局于1998年底批准拉米夫定

CD4/CD8均呈下降趋势, 两组间比较差异显著

用于治疗CHB以来 , 因其药抑制病毒迅速, 临

(P <0.01), 试验结果显示, 随着患者病情加重变

床症状恢复较好, 多数患者的ALT可在2-3 mo内

异率有升高趋势, 变异株组中C D8计数明显增

[6]

复常 , 加之口服方便, 总体上不良反应发生率

多, 提示变异可加重肝损害[13], 这与本研究发现

较低等优点, 而被大力推广临床应用. 然而随着

中重度以上CHB患者CD4/CD8比值多呈下降趋

时间的推移, 临床上遇到了一些治疗上的问题.

势的情况相符合. 2003年我们报道了拉米夫定

应用拉米夫定治疗C H B不论用药时间长短与

治疗CHB过程中, 血清HBVDNA的阴转不等于

否, 停药后常有复发, 这与CHB发病机制和拉米

肝组织内HBVDNA的消失. 服药期间出现转氨

夫定作用机制有关. 从CHB发病机制来讲, 一般

酶“反跳”, 肝组织内仍有不同程度的炎症活

认为HBV不会直接引起肝细胞损害, 是病毒和

动[14]. 本研究中也有43例患者进行了肝活检, 其

宿主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 发病主要与宿

血清或肝组织内HBV复制标志多呈阳性. 血清

[7]

主免疫应答有关 , 最终清除病毒则要依赖宿主

HBeAg阳性占95.3%(41/43), HBVDNA阳性占

的特异免疫状态. 而拉米夫定不能清除肝细胞

93.0%(40/43), HBVDNA高水平(≥106)表达者

内HBV的共价闭合环状DNA(cccDNA), 只能抑

为51.2%(22/43); 肝组织中HBsAg及HBcAg阳性

制HBV复制. 停用拉米夫定后, 病毒以cccDNA

为97.7%(42/43), 双阳性者占67.4%(29/43), 而且

[8]

[9]

为模板, 又开始HBV复制过程 . 临床实践也显

以YMDD变异组为主(20/43), 这表明在服用拉

示, 数周或数月的拉米夫定治疗无助于缓解病

米夫定治疗病情反复患者的血清或肝组织内均

情, 停药后很快复发, 因此趋向于延长拉米夫定

有HBV复制.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15-17], 许多患

的给药时间, 使HBV的复制持续受到抑制, 并通

者血清生化学、血清免疫学指标不能完全反映

过机体的免疫应答和衰老肝细胞凋亡, 使肝组

肝脏病变的真实面貌, 有时往往差距甚远, 单用

织损害得以显著改善. 虽然延长拉米夫定的给

血清学的标准判断抗病毒疗效似存在诸多弊端.

药时间可使较多CHB患者获益, 但长期服用又

因此, 理想的判断疗效标准应该是综合的, 包括

出现变异耐药问题, 引起肝炎复发, 我们曾有过

生化指标、病毒学和组织学的持续应答, 最终

类似报道

[10]

. 本资料显示: 106例患者中不仅在

HBsAg消失.

20例停药后2-11 mo出现病情反跳, 而且有86例

在抗病毒治疗前大多数患者都经历了肝炎

长期持续服用拉米夫定治疗的患者也出现病情

的长期、反复发作, 不仅肝脏的代偿机能较差,

反跳, 其中HBVYMDD变异65例, 均为持续服用

而且还提示机体对HBV已有一定的免疫清除功

拉米夫定的患者, 变异率为61.3%, 由此可见发

能. 服用拉米夫定后HBV复制得到抑制, 肝炎病

生HBVYMDD变异是导致病情反跳的重要因素.

情缓解; 当拉米夫定停用后, HBV得以大量复制,

因此, 即使服用拉米夫定治疗达到1 a以上的疗

机体强烈的免疫清除必然导致短期内的广泛肝

程后停药或遵医嘱长期服药仍有复发. 拉米夫

组织损伤, 从而表现为肝炎复发, 甚至于发展为

定治疗CHB缺乏远期持续效应已成为临床医生

重型肝炎或肝衰竭. 本文23例患者在治疗前已

的共识.

伴有早期肝硬化, 其中停药6例患者病情严重,

在临床上抗病毒疗效的判定常以HBeAg消

重度或重症发生率为100%, 2例短期内因肝功能

失和抗-H B e出现作为病毒血清学完全应答指

衰竭死亡; 未停药17例中病情严重者有10例, 其

[11]

标 . 但是, HBeAg/抗-HBe血清转换并不是判

发生率也有58.8%; 在停药的患者中病重发生率

断抗病毒疗效的理想指标, 因为一方面, 他只能

明显高于持续用药者, 其中CHB伴有早期肝硬

用于HBeAg阳性者, 不适于HBeAg阴性的CHB;

化者尤为明显, 最终治疗无效. 由此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 HBeAg血清转换后并不表明HBV复

伴有早期肝硬化CHB患者停药与否均有引起病

制能力都能降低, 病情也未必都能缓解, 有的可

情加重的风险.

能发生逆转, 恢复为HBeAg阳性CHB; 有的则

长期服用拉米夫定治疗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发展为HBeAg阴性的CHB. 此种e系统的转换或

应当从潜在的临床益处、发生YMDD变异和其

HBeAg消失现象, 犹似干扰素治疗后HBeAg转

他可能危险和停药后应答的持久性等方面全面

为阴性并不意味着HBV已被清除, 相反, 可能导

权衡. 否则, 长期治疗延缓疾病进展的益处将被

[12]

致HBV前C区突变, HBV得以继续存在 . 新近

抵消, 尤其是已有肝纤维化或伴有肝硬化患者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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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易发生负面影响. 因此, 医生一定要要严格
掌握适应症, 避免盲目使用拉米夫定. 要充分认
识患者顺应性和医患沟通的重要性, 在采用拉
米夫定治疗前, 必须给患者介绍: (1)疾病的自然

5
6

史, 特别是发生肝脏相关并发症的可能性; (2)拉

7

米夫定抗病毒治疗的效果; (3)治疗所需的花费;

8

(4)有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5)乙型肝炎病毒的
耐药变异; (6)忌洒、避免劳累和感冒等, 力求使
患者能充分合作, 遵守医嘱. 在用药期间, 必须
定期随访, 密切监测. 对于疗程已达到1 a以上的
CHB患者, 也不要单纯从ALT复常, HBVDNA阴

9

10
11

性, HBeAg/抗-HBe血清转换这几方面决定停药,
要从多方面对患者的肝脏的代偿机能和储备功

12

能进行判断, 看其是否经受起因停药后病情复
发而导致的第二次打击, 尽量避免医疗风险. 总
之, 停药须慎之又慎. 对复发后病情较重者, 宜
及时收住院积极治疗, 以防不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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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停药后复发: 在停
用拉米夫定后, 出
现的HBVDNA和
A LT 水 平 再 次 升
高, 甚至个别患者
发生肝功能失代
偿的临床现象.
HBVYMDD耐
药变异: 在药物
选择性压力下,
HBVDNA聚合
酶YMDD基序上
蛋氨酸被异亮氨
酸(Ⅰ)或缬氨酸
(Ⅴ)取代, 形成
YI(Ⅴ)DD变异,
导致对拉米夫定
亲和力或敏感性
下降.
HBeAg/抗-HBe血
清学转换: HBeAg
转阴而抗-HBe转
阳, 称为HBeAg/
抗-HBe血清学转
换.
HBV前C区突
变: HBV前C区中
G1896A点发生突
变, 形成终止密码
子, 出现不表达
HBeAg的现象.
■同行评价

拉米夫定治疗
CHB的近期疗效
已经得到证明, 可
使患者获得病毒
学、肝脏生化功
能和肝组织的改
善. 由于拉米夫定
不能消除肝细胞
内cccDNA, 当停
用拉米夫定后, 以
cccD N A 为模板,
又开始HBV的复
制过程. 因此, 从
治疗策略上考虑,
拉米夫定最好长
期应用. 但是长期
应用可能会出现
一些问题, 如能否
维持持久的疗效?
病毒出现YMDD
变异对临床的影
响如何? 长期服
药是否安全? 患
者能否耐受或顺
应? 这些问题均
需要通过长期系
统的观察来答
复. 由中华医学会
肝病学分会和感
染病学分会联合
制订的中国首部
《慢性乙型肝炎
的防治指南》已
于2005年12月10
日发布, 这给广大
医务人员和慢性
乙肝患者提供了
正确的治疗理念
和规范化的治疗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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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注射iv, 肌肉注射im, 腹腔注射ip, 皮下注

为1 mol/L硫酸, 1 N硫酸, 改为0.5 mol/L硫酸. 长

射sc, 脑室注射icv, 动脉注射ia, 口服po , 灌胃

10 cm, 宽6 cm, 高4 cm, 应写成10 cm×6 cm×

ig. s(秒)不能写成S, kg不能写成Kg, mL不能写

4 cm. 生化指标一律采用法定计量单位表示, 例

成ML, lcpm(应写为1/min)÷E%(仪器效率)÷

如, 血液中的总蛋白、清蛋白、球蛋白、脂蛋

60=Bq, pH不能写PH或P , H pylori 不能写成

白、血红蛋白、总脂用g/L, 免疫球蛋白用mg/L;

HP, T 1/2不能写成tl/2或T , V max不能Vmax, µ不

葡萄糖、钾、尿素、尿素氮、CO 2结合力、乳

写为英文u. 需排斜体的外文字, 用斜体表示. 如

酸、磷酸、胆固醇、胆固醇酯、三酰甘油、

生物学中拉丁学名的属名与种名, 包括亚属、

钠、钙、镁、非蛋白氮、氯化物; 胆红素、蛋

亚种、变种. 如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白结合碘、肌酸、肌酐、铁、铅、抗坏血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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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尿胆元、氨、维生素A、维生素E、维生素B1、

基因产物用大写正体, 如P16蛋白.

mmol/ L或100 g/ L葡萄糖; 45 ppm=45×10-6; 离

2.4 计量单位 采用国际单位制并遵照有关国家

心的旋转频率(原称转速)用r/min, 超速者用g ; 药

标准, GB3100-3102-93量和单位. 原来的“分子

物剂量若按体质量计算, 一律以“/kg”表示.

量”应改为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 如 30 kD改

2.5 统计学符号 (1)t 检验用小写t ; (2)F 检验用英

为M r 30 000(M大写斜体, r小写正体, 下角标);

文大写F ; (3)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c2; (4)样本的

也可采用分子质量, 其单位是ku,“原子量”应

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 ; (5)自由度用希文小写g ;

改为相对原子质量, 即A r(A大写斜体, r小写正

(6)样本数用英文小写n ; (7)概率用英文斜体大写

体, 下角标); 也可采用原子质量, 其单位是u(小

P . 在统计学处理中在文字叙述时平均数±标准

写正体). 计量单位在＋、－、±及-后列出. 如

差表示为mean±SD, 平均数±标准误为mean±

37.6±1.2℃, 45.6±24岁, 56.4±0.5 d.3.56±0.27

SE. 统计学显著性用aP <0.05, bP <0.01(P >0.05

pg/ml 应为3.56±0.27 ng/ L, 131.6±0.4 mmol/L,

不注). 如同一表中另有一套P 值, 则cP <0.05, dP

t =28.4±0.2℃. BP用kPa, RBC数用×10 12/L,

<0.01; 第三套为eP <0.05, fP <0.01等.

WBC数用×109/L, WBC构成比用0.00表示, Hb

2.6 数字用法 遵照国家标准GB/T 15835-1995

用g/L. M r明确的体内物质以mmol/L, nmol/L或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作为汉语词素者采

mmol/L表示, 不明确者用g/L表示. 1 M硫酸, 改

用汉字数字, 如二氧化碳、十二指肠、三倍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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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B2、维生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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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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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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数, 例如3 614.5±420.8 g, SD的1/3达一百

关问题、能对文稿内容负责者, 对研究工作有

多g, 平均数波动在百位数, 故应写成3.6±0.4

贡献的其他人可放入致谢中. 作者署名的次序

kg, 过多的位数并无意义. 又如8.4±0.27 cm, 其

按贡献大小排列, 多作者时姓名间用逗号, 如是

SD/3=0.09 cm, 达小数点后第2位, 故平均数也

单名, 则在姓与名之间空1格(正文和参考文献中

应补到小数点后第2位. 有效位数以后的数字是

不空格).

无效的, 应该舍. 末尾数字, 小于5则舍, 大于5则

3.3 单位 作者后写单位的全称空1格后再写省市

进, 如恰等于5, 则前一位数逢奇则进, 逢偶(包

及邮政编码. 格式如: 张旭晨, 梅立新, 承德医学

括“0”)且5之后全为0则舍. 末尾时只可1次完

院病理教研室 河北省承德市 0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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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词间用顿号分开, 而并列的外文词、阿拉
伯数字、外文缩略词及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词间
改用逗号分开, 参考文献中作者间一律用逗号
分开; 表示终了的标点符号, 如句号、逗号、顿
号、分号、括号及书名号的后一半, 通常不用
于一行之首; 而表示开头的标点符号, 如括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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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英文摘要
题名 文章的题名应言简意赅, 方便检索, 英文题
名以不超过10个实词为宜, 应与中文题名一致.
作者 署名一般不超过8人. 作者姓名汉语拼音拼
写法规定为: 先名, 后姓; 首字母大写, 双名之间
用半字线“-”分开, 多作者时姓名间加逗号. 格式
如: “潘伯荣”的汉语拼写法为“Bo-Rong Pan”.
单位 先写作者, 后写单位的全称及省市邮
政编码. 例如: Xu-Chen Zhang, Li-Xin Mei,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Chengde Medical
College, Chengde 067000, Hebei Province, China
基金资助项目 格式如: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30224801
通讯作者 格式如: Correspondence to: Dr. LianSheng Ma, Taiyua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Center

书名号的前一半, 不宜用于一行之末. 标点符号

for Digestive Diseases, 77 Shuangta Xijie, Taiyuan

通常占一格, 如顿号、逗号、分号、句号等;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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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号应占两格; 英文连字符只占一个英文字符

收稿及接受日期 格式如: Received: Accepted:

的宽度, 不宜过长, 如5-FU. 外文字符下划一横

摘要 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书写要求

线表示用斜体, 两横线表示用小写, 三横线表示

与中文摘要一致. 格式如下:

用大写, 波纹线表示用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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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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研究的关系.

PCR方法敏感性高[6-7]. 文献序号作正文叙述时,

1 材料和方法 应尽量简短, 但应让其他有经验的

用与正文同号的数字并排, 如本实验方法见文

研究者能够重复该实验. 对新的方法应该详细描

献[8]. 所引参考文献必须以近2-3年核心期刊为

述, 以前发表过的方法引用参考文献即可, 有关

准, 引用被PubMed收录的期刊文献用英文表达,

文献中或试剂手册中的方法的改进仅描述改进

请附引用文献网上摘要打印件, 包括PMID编号

之处即可.

(摘要的左下方). 按顺序编号装订, 并考入磁盘

2 结果 实验结果应合理采用图表和文字表示,

内. 在引用参考文献页码末尾注明PMID编号;

在结果中应避免讨论.

无PMID编号的期刊请删除(重要文献必须保留

3 讨论 要简明, 应集中对所得的结果做出解释

者, 请附首页复印件). 期刊: 序号, 作者(列出全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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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作者). 文题, 刊名, 年, 卷, 起页-止页, PMID编

录用稿件作者需交纳发表费, 发表后可获得2本

号 ; 书籍: 序号, 作者(列出全部),书名, 卷次, 版

样刊及20套单行本(稿酬).

次, 出版地, 出版社, 年, 起页-止页. 参考文献格

4.4 修改时间 来稿经同行专家审查后, 认为内容

式如下:

需要修改、补充或删节时, 本刊编辑部将把原

1

Ma LS, Pan BR.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aca-

稿寄回给作者自行修改. 当原稿退还作者修改

demic exchange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of gas-

时, 作者必须于1 mo内将修改后的稿件及软盘

troenterology. World J Gastroenterol 1998; 4: 1

寄回编辑部; 逾期寄回的, 作重新投稿处理.

[PMID: 11819215]

4.5 版权 本论文发表后作者享有非专有权, 文

2 马连生, 潘伯荣, 马景云. 世界胃肠病学杂志英

责由作者自负. 作者可在本单位或本人著作集

文版的现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1; 9: 855-863

中汇编出版以及用于宣讲和交流, 但应注明发

3 Lam SK. Academic investigator's perspectives of

表于《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年; 卷(期): 起

medical treatment for peptic ulcer. In:Swabb EA,

止页码. 如有国内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复制、翻

Azabo S, eds. Ulcer disease: investigation and basis for

译出版等商业活动, 须征得《世界华人消化杂

therapy. New York: Marcel Dekker, 1991: 431-450

志》编辑部书面同意, 其编辑版权属本刊所有.

4 尚克中, 陈九如. 胃肠道造影原理与诊断. 第1

编辑部可将文章在《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版.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5: 382-385

《中文生物医学期刊/会议文献数据库》等媒体
上长期发布; 作者允许该文章被美国《化学文

4 投稿须知

摘》、《荷兰医学文摘库/医学文摘》、俄罗斯

4.1 投稿信件 来稿包括所有作者签名的作者投

《文摘杂志》、《中国生物学文摘》等国内外

稿函. 内容包括: (1)保证无重复发表或一稿多投;

相关文摘与检索系统收录.

(2)是否有经济利益或其他关系造成的利益冲突;

4.6 投稿清单 (1)投稿函; (2)第1部分为题名及作

(3)所有作者均审读过该文并同意发表, 所有作

者, 作者及单位, 第1作者简介, 基金资助项目, 通

者均符合作者条件, 所有作者均同意该文代表

讯作者Email, 电话, 传真, 收稿日期, 接受日期;

其真实研究成果, 保证文责自负; (4)列出通讯作

(3)第2部分英文摘要; (4)第3部分中文摘要; (5)第

者的姓名、地址、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 通

4部分为0引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2 方法,

讯作者应负责与其他作者联系, 修改并最终审

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3 讨论, 致谢, 4 参考文献.

核复核稿; (5)可建议熟悉该专业的审稿人或因

4.7 投稿地址 在线投稿: http://www.wjgnet.com/

利益冲突而不适宜审阅该稿的审稿人姓名; (6)

wcjd/ch/index.aspx. 邮局寄送(已在线提交的稿

来稿应附有作者工作单位的推荐信, 保证无泄

件不必再寄): 请将打印的稿件一式2份(附高质

密, 如果是几个单位合作的论文, 则需要提供所

量的图)、存有全文(文字、图表)的磁盘和其他

有参与单位的推荐信; (7)愿将印刷版和电子版

信息(全部文件的清单, 各文件的名称、格式和

出版权转让给本刊编辑部, 所有来稿均需接受

使用平台等)寄往: 100023, 北京市2345信箱, 世

同行审阅.

界胃肠病学杂志社.

4.2 审稿过程 所有来稿均经2位同行专家的严格
评审, 所有审稿人的姓名对作者通常是保密的.

世界胃肠病学杂志社

投稿时, 作者可以提出要求回避的同行专家名

100023, 北京市2345信箱

单, 也可以推荐2位非本单位的审稿人, 尤其是

郎辛庄北路58号院怡寿园1066号

本刊编委会成员. 审稿过程大约需要1 mo.

电话: 010-85381901

4.3 录用 来稿经本刊编辑部初审、2位同行专家

传真: 010-85381893

评审, 将评审后的稿件分为优先发表、可以发

Email: wcjd@wjgnet.com

表、修改后发表、修改后再审、退稿等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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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信箱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作者、读者、编委反馈信息

编者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自创刊已有14 a历
史, 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旬刊. 2006年本刊开辟
了“海宁信箱”专栏, 旨在促使形成作者、读
者、编者互动的局面, 适应我国消化病事业的
飞速发展, 创办高质量的学术期刊, 进一步活跃
学术界. 本专栏面向作者、读者、以及编委征
集反馈信息, 希望借用大家的力量来引导杂志
向更高的质量迈进. 反馈信息包括对杂志的总
体评价、事实纠错、文字更正、解释说明, 编
辑部会如实地将这些信息以公开或匿名的方
式刊登在每期的固定位置. 反馈信息可以通过
Email发送至h.n.zhang@wjgnet.com, 也可以发送
手机短信至13910684938.
1 反馈信息
1.1 改版后的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增加的各方面的
内容能使读者更加清晰、明了地阅读文章, 进而
从杂志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 对读者的学习和
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本人在阅读2006年第14
卷第1期过程中发现以下文字问题, 特提出并更
正. 第5页“名次解释”应改为名词解释; 第30页
“研发前沿”部分中“发应”应改为“反应”;
第76页“潴流”应改为“潴留”; 第77页“洛赛
可”应改为“洛赛克”; 第107页应用要点部分
“他”应改为“它”; 第110页“山莨菪碱”应
改为“山莨菪硷”. (王学美 研究员, 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室)
1.2 该杂志版面作了调整, 形式新颖, 令人耳目
一新. 特别是每篇文章新增的配发内容能使读
者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文章的意义, 会有更多
的收益. (曹洁 副教授, 第二军医大学微生物学
教研室)
1.3 本刊总体上较前有进步, 在单位分布上比以
前广泛. 但第1期第109页及文中的“死亡率”
应为“病死率”. (徐德忠 教授, 第四军医大学
流行病学教研室)
1.4 2006年改版后的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版面设
计大方, 编排合理, 内容详实, 图文并茂, 引人入
胜. 且增加了文章注释, 使读者对文章重点内容
及疑点难点一目了然, 印象深刻. 文章内容详尽,

有多篇文章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和省部级
资助课题研究论文. 论文质量高, 紧贴研究热点
难点, 使读者及时了解胃肠病学研究前沿. 本期
杂志基础研究文章内容充实, 但临床研究文章
略显单薄, 有待进一步加强. 但是2006年第6页
背景资料中“PDT是近20 a来”应改为“PDT是
近20年来”. (谭学瑞 教授,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院长)
1.5 本杂志在现有的国内消化系列杂志中其学术
地位是公认的, 不仅质量佳而且可读性强. 但是
本期论文中主要是消化系的基础研究, 临床研究
的论文偏少. 而多数又是硕博研究性论文, 课题
新, 论点明确, 然而对大多数已在临床工作10 a
以上的医生可汲取的临床论文还须多征稿. 另
外, 2006年第1期35-38页“丹参对重症急性胰腺
炎内皮素-1mRNA的影响”一文的背景资料中
提出, 局部微循环障碍的进一步加剧可促使急性
胰腺炎有水肿性发展为出血性坏死欠全面, 因为
有大量炎性介质参与产生瀑布反应. (张群华 教
授, 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外科)
1.6 杂志印刷精美, 版面设计新颖, 尤其是同行
评价、背景资料、应用要点、创新盘点等内容
言简意赅, 提纲携领,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充
分体现了杂志特色创新之处. 杂志所刊文章, 科
学性强, 其中可圈可点的精品不少. 2006年第1
期第60页, 该文是对肝门阻断前后肠道颜色及
组织结构的客观描述, 故用“症状明显”不妥,
应改为“现象明显”. (黄颖秋 教授, 本溪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消化内科)
编辑回应
首先, 对所有关注和支持本刊的读者、作者、以及
编委表示衷心感谢, 对他们的批评我们一定虚心接
受. 经核查, 以上反馈信息中除“它(他)”、“年
(a)”是本刊统一用法外, 其余属实. 在此我们对广
大读者和作者表示郑重道歉. 我们保证在以后的工
作中一定加强监督、规范工作流程, 尽最大努力
避免此类错误的再次发生. 其次, 有了这些高度敬
业、严肃对待学术的读者、作者、以及编委, 我们
有信心将本刊进一步推向更高的发展领域.

2006年, 《世
界华人消化杂
志》在线办公
系统将正式开
通, 从投稿到
出版所有环节
一律在网上
实现, 将会大
大缩短从投
稿到出版的
时间. 世界胃
肠病学杂志
社, 100023, 北
京市2345信
箱郎辛庄北路
58号院怡寿园
1066号 电话:
010-85381901
http://www.
wjgnet.com/
wcjd/index.
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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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致谢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编委
本期文章审稿中(包括退稿)，我刊编委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提高了《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的学
术质量，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陈红松

副研究员

邵成浩

讲师

北京大学肝病研究所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普外科

陈立波

孙志伟

副教授

副研究员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外科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陈祖林

王振军

副教授

教授

重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普外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普外科

戴冬秋

魏来

教授

教授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外科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

洪天配

许文燮

教授

教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文献医学楼

李伯安

严律南

教授

教授

解放军第302医院临检中心

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国威

于皆平

教授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院

湖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李岩

喻荣彬

教授

副教授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学院消化内科

南京医科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吕宁

张建中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

解放军306医院病理

吕毅

张锦生

教授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医院普通外科

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病理学系

罗和生

张万岱

教授

教授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全军消化内科研究所

钱建民

周总光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器官移植科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普外科三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