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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tea is a worldwide popular beverage,
which is found to have a broad anticancer activity. Polyphenol, one of the major constituents
of green tea, is composed of catechins, mainly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EGCG). It is known
anticancer effects of green tea are associated with
this component. It has been well established
that EGCG has strong anticancer effect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EGCG exerts its anticarcinogenesis potential are
very complex, such as cell division, apoptosis
induction, angiogenesis inhibition, and so on.
Recently, many new findings have been reported,
like the action on 67 kDa Laminin receptors and
AKT signaling pathway, which are not well covwww.wjgnet.com

ered by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The mechanisms
of its anticancer effects are becoming clear.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discussed the mechanisms of
anticancer effects of EGCG, based on the latest
findings and proved conclusions, in hope of providing rationale for future cancer managements
and giving enlightenment to the design of nextgeneration chemotherapeutics.
Key Words: Epigallocatechin gallate;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poptosis; 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AKT pathway
Cui YF, Shi L, Qin H, Liu S. Research progress in
mechanisms of the anticancer effects of green tea
polyphenol (-)-epigallocatechin-3-gallat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229-235

■背景资料

绿茶是一种世界
性饮料, 研究发现
其具有生物多效
性, 如抗氧化、抗
高脂血症及提升
机体免疫力等作
用, 因此受到世
界广泛关注. 绿茶
主要成分茶多酚
由多种儿茶素组
成, 其中没食子
儿茶素没食子酸
酯(EGCG)含量最
多. 已证明, 绿茶
的上述生物活性
大多来自EGCG.

摘要
绿茶的主要成分之一茶多酚由多种儿茶素组
成, 其中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GCG)含
量最多. 大量研究表明, 绿茶的抗肿瘤作用主
要与该分子有关. EGCG具有强烈的抗肿瘤作
用, 其机制复杂, 如抑制细胞分裂、诱导细胞
凋亡、抑制血管生成等等. 最近又发现了很多
新的机制, 如EGCG对67 kDa层黏连蛋白受体
及AKT信号传导系统的作用等. EGCG抗肿瘤
作用机制正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本文综合了最
新的发现和已证实的研究结论, 对EGCG抗肿
瘤机制作一综述, 期待可以为新一代化疗药物
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词: 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 有丝分裂原激
活蛋白激酶信号传导通路; 凋亡; 磷酸肌醇三激酶
/AKT信号通路
崔云甫, 石林, 秦虹, 刘适. 茶多酚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抗肿
瘤机制研究进展.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 229-235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229.asp

0 引言
绿茶是一种世界性流行的保健饮料, 近年来发
现其具有较强的抗肿瘤作用. 为了全面了解绿
茶的抗肿瘤作用, 我们查阅了大量茶多酚抗肿
瘤方面的相关文献, 对绿茶多酚类物质的抗肿

■同行评议者

许玲, 副教授, 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军医大学长征
医院中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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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目前有多家大型
实验室正通过细
胞实验和动物
实验对茶多酚
EGCG进行抗肿
瘤、抗氧化等方
面的研究, 研究重
点主要集中在分
子机制等方面. 据
报道, 相关的大规
模随机临床研究
正在进行, 以了解
EGCG作为抗肿
瘤药物的可能性
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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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20]. 另外, Neukam et al 用进行的实验证明,

提供理论基础, 为新一代化疗药物的开发提供

EGCG处理CWR22R裸鼠抑制了其非雄激素依

帮助.

赖性前列腺癌的生长, 该现象与血清前列腺特

1 茶多酚的抗肿瘤作用及肿瘤的分子靶向化学

异抗原(P S A)水平、肿瘤血管生成以及凋亡率
上升呈正相关, 且没有相关副作用发生[21]. 可见,

治疗

绿茶及EGCG对肿瘤的发生、发展和复发均有

1.1 细胞信号传导通路与肿瘤的分子靶向化学治

抑制作用. 因此EGCG是一种广谱抗肿瘤分子,

疗 通常生物体内细胞膜上的受体分子与细胞外

并具有分子靶向化疗药物的特点.

配体结合, 其细胞内部分会发生构象的改变, 从
而产生蛋白激酶的活性, 并使其下游分子磷酸化

2 EGCG抑制肿瘤生长和诱导凋亡的作用机制

或去磷酸化, 将细胞外信号传至细胞内, 进而影

肿瘤细胞中EGCG发挥作用的信号通路比他的

响基因表达和蛋白合成. 受体、蛋白激酶、磷酸

抗肿瘤作用要复杂得多, 涉及到受体、下游蛋

酶及细胞核内转录因子等多个层面的分子组成

白激酶和磷酸酶、核转录因子等诸多环节. 细

了复杂的细胞信号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 任何一

胞表面的受体与细胞外液中E G C G结合后, 激

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细胞信号的改变,

活一系列下游蛋白激酶和磷酸酶, 最后激活特

使细胞发生恶变 . 因此, 通过作用于细胞信号

殊的功能基因转录, 合成抑制增殖和促进凋亡

通路抑制细胞过度生长的药物必然具有强大的

的蛋白, 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 目前尚无关于

抗肿瘤作用 . 肿瘤的分子靶向化学治疗是指能

EGCG本身穿过细胞膜直接与细胞膜内相关分

特异性识别癌细胞的某一个分子而发挥针对性

子结合的报道.

抗肿瘤作用的药物治疗方法. 靶向化疗凭借其特

2.1 受体 多年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找EGCG的

异性、非细胞毒性、有效性和毒副反应低、耐

受体. 近期研究证实, EGCG能与一种分子质量

受性高的特点, 在肿瘤的治疗中取得了很大的成

为67 kDa的层黏连蛋白受体(67LR)结合, 这是

功. 各种能与细胞信号传导系统上的关键分子结

一种癌转移相关蛋白, 在多种肿瘤组织中都有

合并发挥特异性抗肿瘤作用的药物已成为目前

表达. EGCG是唯一能与67LR结合的儿茶素. 维

国内外肿瘤治疗研究的热点. 很多新一代分子靶

甲酸能增强EGCG与67LR的结合[22]. 67LR可与

向化疗药物已快速通过FDA的检验并上市应用,

层黏连蛋白相互作用发生磷酸酶激酶级联反应,

但这些药物大多只针对几种肿瘤, 或者只对某个

诱导层黏连蛋白的降解, 进而导致肿瘤细胞的

阶段的肿瘤有效, 因此仍有很大局限性. 目前学

转移. 在细胞表面, 67LR与整联蛋白α6亚基相

术界正致力于寻找广谱对抗肿瘤多个发展阶段

连, 后者是层黏连整联蛋白α6β4和α6β1的一部

的分子靶向化疗药物.

分[23]. 近期研究显示, 存在着两种α6亚基, α6A

1.2 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echin

和α6B, 他们都在A375SM黑色素瘤细胞中表达.

gallate, EGCG)的抗肿瘤作用 绿茶是一种世界

67L R的减少能很明显的下调α6B亚基的表达,

性流行的保健饮料. 绿茶的主要成分之一茶多

而不会下调α6A亚基, 这提示67LR与α6B亚基

[2]

[3-5]

.

可能有共同调节关系. 最新研究表明, 在EGCG-

众多研究证实, 绿茶的抗肿瘤作用主要与该分

67LR信号通路中包含了肽链延长因子(eEF1A)

酚由多种儿茶素组成, 其中EGCG含量最多
子有关

[6-7]

, 其相关的作用机制包括诱导细胞凋
[8-11]

和肌球蛋白磷酸酶(M Y P T1). 体外实验显示,

,

肿瘤细胞中67LR、eEF1A或MYPT1的沉默使

体外实验已证明绿茶对多种肿瘤均有疗效[12-17].

E G C G诱导的肿瘤生长抑制作用消失, 提示由

最新研究显示, EGCG对人源肿瘤细胞也有明显

67LR、eEF1A和MYPT1介导的EGCG信号传导,

抑制作用. Ravindranath et al 报道, EGCG有明显

在EGCG抗肿瘤作用中是必不可少的[24-25]. 同时

抑制人黑色素瘤细胞生长的作用[18]. 此外, EGCG

有证据显示在人黑色素瘤细胞转移过程中, 丝

在动物实验及流行病学实验中也表现出明显抑

裂原激活蛋白激酶(MAPK)和二元特异性磷酸

制肿瘤发生和发展的作用. Imai et al 进行的对384

酶是层黏连蛋白信号途径的重要分子[26].

亡、抑制细胞增殖以及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等

Naghma et al 对
EGCG抗肿瘤作
用的机制进行了
详细论述, 包括对
细胞传导通路的
作用、抗肿瘤血
管生成作用以及
抗肿瘤转移的作
用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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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机制作一综述, 期待可以为肿瘤的药物治疗

[1]

■相关报道

2009年1月28日

名肿瘤患者进行研究, 发现大量服用绿茶的患者
[19]

然而, 对于EGCG受体, 有学者提出了不同

. 在472名一期或二期

观点. Adachi et al 认为, EGCG可能并不直接作用

肿瘤患者中, 服用绿茶较多的患者复发率明显

于细胞表面的受体. 他们通过荧光标记等技术

肿瘤发生时间明显推迟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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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APK通路.

CDK4/6

NK-κB

研究发现经EGCG处理后细胞表面的表皮生长

2.2.3 抑制NF-κB通路: 核转录因子NF-κB是一种

因子(EGFR)转移到细胞质中的内涵体中, 即内

氧化应激转录因子, 参与调节多种重要生理过

[27]

化作用, 进而使生长信号阻断 .

程, 包括炎症、免疫、生长和细胞死亡. 据报道

2.2 多靶点生长抑制和凋亡诱导作用

在乳腺癌组织中存在着NF-κB的多种亚基被异

2.2.1 生长抑制作用和凋亡诱导作用: 很多研究

常激活的情况[37-38]. 通常, NF-κB在胞质中与IκB

证实, EGCG的细胞生长抑制和凋亡诱导作用是

处于结合状态, 此时NF-κB无活性. 磷酸化的IκB

[28]

一个多靶点多途径共同参与的过程 . EGCG作

与N F-κ B解离, 从而使N F-κ B可以移动到核内

用于细胞后, 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 作用于许多

并影响基因表达. 在人表皮角化细胞中, EGCG

与细胞周期进程相关的因子, 导致细胞生长促

可抑制紫外线诱导的N F-κ B的激活, 这可能是

进通路阻断和生长抑制通路激活, 进而使细胞

EGCG抗氧化损伤作用的机制之一[32]. 在预后较

生长停滞. 另一方面, EGCG激活凋亡通路, 促进

差的人结肠癌细胞中, EGCG可抑制NF-κB级联

肿瘤细胞凋亡.

反应, 进而抑制结肠癌细胞生长[34]. 可见, EGCG

2.2.2 抑制MAPK通路: EGFR是一种细胞膜上的

对NF-κB的抑制可能是EGCG抗肿瘤作用的一

糖蛋白受体, 是表皮生长因子的受体. EGFR与

条重要机制.

表皮生长因子结合后, 其胞内部分会发生构象

2.2.4 抑制A K T/蛋白激酶B(P K B)信号通路:

改变并表现出酪氨酸激酶的活性, 并磷酸化下

AKT/PKB信号通路也是细胞内一条重要的信号

游分子, 从而激活细胞生长信号通路, 其中包括

通路, 与细胞生长, 凋亡, 以及细胞内糖脂代谢

MAPK通路. 在哺乳动物细胞中最重要的MAPK

及血管生成等重要生理过程密切相关. 磷酸肌

包括细胞外信号调节蛋白激酶(E R K), P38

醇三激酶(P I3K)是E G F R细胞内部分的下游分

MAPK, 和Jun氨基末端激酶(JNK). MAPK通路

子, EGFR激活后, PI3K随后活化, 并进一步磷酸

如图1所示. 这些MAPK的亚族在许多生理过程

化激活AKT. 磷酸化的AKT直接或间接参与许

中均起着不同的作用, 包括影响细胞增殖, 分化

多生理和病理过程[39]. EGCG抑制了EGFR依赖

和死亡. 有研究证实, 过表达的EGFR和高活性

的AKT激活过程, 并且导致凋亡诱导过程中重

的MAPK信号通路, 是很多肿瘤形成的主要机制

要蛋白的磷酸化形式比例改变, 如Forkhead家族

[29]

之一 . 研究表明, EGCG对不同组织的MAPK

和BAD家族等, 这可能是细胞周期停滞以及发

通道可能存在不同的效应. 有报道称在J B6小

生凋亡的关键因素[33].

鼠表皮肿瘤细胞系中, EGCG能通过使ERK等

2.2.5 抑制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蛋白激酶(CDK)

分子磷酸化而抑制M A P K通路

[30-31]

. 而其他学

和细胞周期蛋白: 在CDK-细胞周期蛋白复合体

者发现正常人表皮细胞在紫外线照射之前用

中, CDK是催化亚基, 细胞周期蛋白是调节亚基.

EGCG处理后, ERK1/2、JNK和P38蛋白的磷

CDK和细胞周期蛋白是细胞周期必不可少的因

酸化形式下降, 进而使紫外线诱导的表皮损伤

子, 直接调控细胞周期. 研究发现EGCG可下调

. 在人类癌克隆细胞ECE16-1、HeLa、

细胞周期蛋白D1和Rb, 并抑制CDK[36], 这被认为

Caski和SiHa细胞中, EGCG能抑制MAPK通路

是导致细胞周期多种负性调节的主要事件[39]. 最

和AP-1的活性[33-34]. 此外, Koichi et al 指出, 在

近, 研究者发现EGCG诱导的ERK和AKT活性下

凋亡过程中, E G C G激活了J N K和P38 M A P K

降与P53, P21WAF-1和P27KIP-1水平升高有相

减轻

[32]

[35]

. 在3T3-L1前脂肪细胞

关性, 同时细胞周期蛋白E与CDK2活性的降低

中, EGCG抑制ERK活性, 但不抑制JNK和P38

也有相同的下降趋势[33,40]. 因此可以推测EGCG

MAPK[36]. 以上结果表明, 对不同的组织, EGCG

可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作用于细胞核内增

对MAPK通路的作用并不完全一致, 有时甚至相

殖相关分子, 并影响他们的活性.

反. 需要进一步大规模实验来对上述结论加以

2.2.6 抑制D N A甲基转移酶, 端粒酶和拓扑异

证实.

构酶: 有研究证明E G C G能明显抑制肿瘤细胞

介导的凋亡通路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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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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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DNA甲基转移酶的活性, 从而抑制肿瘤的

活细胞内氧化应激通路的关键分子, 如活性氧、

生长 [41]. 此外, 一些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显示,

H2O2等, 这些分子进一步激活下游ASK1, MKK

EGCG抗肿瘤作用与其对肿瘤相关端粒酶的封

及JNK/P38,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细胞内反应完成

. Bandele et al 进行的实验

凋亡的诱导[47], 使线粒体去极化释放细胞色素C,

表明, E G C G通过与拓扑异构酶共价结合使其

进而诱导凋亡[52]. 然而, Jerome et al 发现EGCG不

改变构象, 进而表现出氧化还原反应依赖性拓

影响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依赖的JNK激活过程[33].

扑异构酶毒性, 与1, 4-苯醌的作用机制相似. 作

Khan et al 发现EGCG可下调ERK, p38和JNK的含

者认为这是EGCG抗癌的重要机制[21,44]. 然而, 这

量, 进而抑制MAPK通路[39]. 此外, 本实验室目前

些结论还有待进一步大规模随机实验的证明.

有研究证明EGCG对胰腺癌Panc-1细胞有促凋亡

2.2.7 E G C G对W n t和I d通路的影响: 不久前,

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 EGCG对Akt通路的抑制发

Liu和Sartippour et al 通过基因芯片技术及real-

挥了重要作用. 不久前Raza et al 报道, 体外实验

timePCR技术检测了EGCG对VEGF刺激的血管

证明EGCG改变了活性氧、谷胱甘肽、脂质过

内皮的调节作用. 他们发现共有421基因上调,

氧化反应和蛋白氧化的发生情况, 同时改变了细

72基因下调, 他们还发现Wnt和Id通路在EGCG

胞的氧化还原反应, 他们还发现EGCG处理后细

依赖性细胞生长抑制中有重要作用, 并证明抗

胞出现DNA裂解和凋亡标志物如细胞色素C、

血管生成的作用来自于EGCG对生长因子刺激

Caspase-3等的激活[53-57]. 由此可见, EGCG促凋亡

下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的广泛抑制作用. 他们认

的具体机制十分复杂, 涉及细胞内多个信号传导

为, EGCG抗肿瘤作用是由其对细胞增殖相关基

通路, 具体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图2).

闭作用直接相关

[42-43]

因的调控实现的[45-46]. 目前, 关于EGCG对这两条
通路的研究报道较少, 但这两条通路在EGCG生

3 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

物活性中发挥的作用值得关注.

当前EGCG抗肿瘤作用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

2.2.8 诱导细胞凋亡: 凋亡, 可用于清除不应该继

正在国内外很多实验室逐渐展开. 动物实验方

续存在的细胞, 是一种由细胞内凋亡系统精细调

面, 很多研究结果证实, 针对不同组织, 如肺、

控的生理性保护机制, 以前称作程序性细胞死

胃、结肠、肝、皮肤等, E G C G处理组动物的

亡, 用于清除不应该继续存在的细胞. 大量实验

肿瘤发生率和复发率比对照组明显降低 [58-59] .

已证明EGCG可以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其机制涉

Mantena et al 提出, EGCG处理的动物患紫外线

及Bax寡聚化, Bcl-2减少, 线粒体膜的去极化, 细

诱导的表皮损伤及皮肤癌比例较低[60-61]. 临床研

胞色素C的释放和激活等[47-49]. 此外, EGCG的促

究方面, 不久前EGCG应用于人体的一期和二期

[9]

凋亡作用并不影响正常细胞 . 最新研究表明,

临床试验也开始进行[62-63], 目前未有相关研究结

EGCG可以通过增加过氧化物H2O2的产生促进

果的报道.

凋亡[39,50-51]. Koichi et al 发现EGCG可通过N-乙
酰末端敏感的细胞内氧化事件激活ASK1, MKK

4 结论

及JNK/P38 MAPK凋亡途径, 进而诱发细胞凋

可以特异性抑制生长失控细胞继续繁殖甚至

亡, 其与化学和受体介导的凋亡为不同凋亡途

清除这种细胞的药物目前受到学术界普遍关

径

[35]

. 可见, EGCG介导的凋亡有可能是通过激

注. 如前所述, EGCG就是这样的一种很有潜在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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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价值的药物. 很多流行病学实验、细胞实
验、动物实验以及临床研究都证实EGCG具有
广谱对抗肿瘤生成、转移的作用 [64]. E G C G可

7

直接作用于细胞增殖和凋亡等多个水平, 并可
影响肿瘤血管生成. 具体机制十分复杂, 涉及到

8

细胞内几乎所有增殖相关通路, 如生长因子通
路、MAPK依赖通路、Akt信号通路和泛素/蛋

9

白体降解通路等[65-68]. 很多实验结论甚至互相矛
盾. 如前文所述, 有的实验证明EGCG通过激活
MAPK依赖性通路而发挥作用, 还有的研究人
员认为EGCG对该通路的直接作用是抑制. 有的
研究发现EGCG可以直接封闭Akt酶的活性, 相
反也有人认为EGCG是通过作用于其上游的蛋
白而发挥抑制作用. 虽然当前学者们对其确切
机制仍莫衷一是, 但正是其复杂的作用方式使

10

11

12

EGCG具有广谱的多方面的抗肿瘤作用. 目前关
于EGCG仍然有许多方面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首先日常生活对茶的饮用量虽然很大, 但这种

13

摄入方式所带来的茶多酚EGCG血液浓度并不
能达到离体实验中的浓度, 因此这个浓度EGCG
对人体的作用是否与细胞实验所得结论一致值

14

得关注. 整体情况下机体的自我调节机制会对
EGCG的作用产生何种影响也未见报道. 在动物
体内, 非常有可能出现EGCG的作用被机体免疫

15

系统或内分泌系统弱化甚至抵消的情况. 此外,
目前报道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结果都来自小
规模单中心的实验. 因此, 未来研究应注重大规
模动物实验及随机双盲临床研究, 以进一步研

16

究并验证EGCG的抗肿瘤作用, 以期为癌症的化
学治疗提供足够的理论依据, 为未来新一代化

17

疗药物的研发打下基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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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组织瓣内衬壳聚糖支架对食管部分缺损的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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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疾病是我国
常见的消化系疾
病之一, 食管切除
后需要重建以恢
复消化系的连续
性. 目前常用的食
管重建替代物, 但
效果都不甚理想.
理想的替代物应
具有易获取、无
毒性、无排斥反
应、无致癌性以
及可吸收性等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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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amine feasibility of patching
esophagus damage with chitosan tube stent.

■同行评议者

伊力亚尔•夏合丁,
教授, 新疆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胸外科

METHODS: Fifty Japanese rabbi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xperimental group
(n = 25) which underwent patching centersection esophagus partial damages with body
lung tissue petal (inside lining chitosan tube
stent) and control group (n = 25) which underwent non-inside lining stent. At the 2nd, 4th, 8th
week after surgery, healing status was observed
roughly and histologically. At the 10th week after
surgery, the survived rabbits were given barium
meal to detect esophagus. The rabbits were followed up for survival time and death cause.
RESULTS: Forty five experimental animals
survived over two weeks. Five rabbits died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with a 10% death rate.

Reliable cicatrisation between the lung tissue
petal and damage area, and squamose epidermis metaplasia were observed. At the 10th week
after surgery, the esophagus barium test showed
that barium agents went through the esophagus
smoothly, and there were no obvious stenosis
or reflux and moderate peristalsis in the experiment group. However, there was mild stenosis
and no obvious obstruction or reflux in the control group. Followed-up rabbits survived 6-8
months and their death cause was irrelevant to
surgery.
CONCLUSION: The lung tissue petal patching
esophagus damage is one feasible method, and
the chitosan tube, as the inside lining stent, may
prevent narrowing.
Key Words: Lung; Tissue petal; Chitosan; Stent;
Esophagus reconstruction
Chen G, Shi WJ. Repairing partial esophagus defection
with an inner chitosan stent in rabbi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236-240

摘要
目的: 探讨肺组织瓣内衬壳聚糖管修补食管
缺损的可行性.
方法: 取50只日本大耳白兔, 随机分为2组, 实
验组25只, 行自体肺组织瓣修补中段食管部分
缺损(内衬壳聚糖管支架); 对照组25只, 无内
衬支架, 术后第2、4、8周时, 大体及组织学观
察缺损修补处肺组织瓣愈合情况, 并于术后10
w k对存活兔行钡餐透视观察食管通畅情况.
随访观察剩余兔长期存活时间及死因.
结果: 45只实验动物存活超过2 wk以上, 围手
术期死亡5只, 死亡率10%, 肺组织瓣与食管缺
损处牢固愈合, 肺组织瓣表面有鳞状上皮化
生. 术后10 wk: 食管钡餐检查见实验组食管钡
剂通过顺利, 无明显狭窄及反流, 蠕动尚可, 对
照组轻度狭窄, 无明显梗阻及反流. 随访实验
动物存活6-8 mo，死亡原因与手术无关.
结论: 肺组织瓣修补食管缺损是一种可行的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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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壳聚糖管可以作为内衬支架防止狭窄.

距门齿13 cm左右, 接呼吸机, 将氧气调到低流
量, 暂不给机械通气, 保持自主呼吸.

关键词: 肺; 组织瓣; 壳聚糖; 支架; 食管重建
陈刚, 石文君. 肺组织瓣内衬壳聚糖支架对食管部分缺损的修

1.2.2 手术方法: 将大白兔左侧卧位, 左侧垫高,
便于暴露胸腔, 四肢绑定, 行右侧开胸, 于6-7肋

补.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 236-240

间, 逐层切开肌肉, 切开胸膜, 注意不要损伤到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236.asp

肺组织, 开胸见肺萎陷, 给与机械通气, 呼吸频
率30 次/min, 吸呼比1∶1.5, 潮气量20 mL左右,
可根据肺膨胀大小来调整; 胸内手术操作时气

0 引言
食管疾病是我国常见的消化系疾病之一, 食管切
除后需要重建以恢复消化系的连续性. 目前常用
的食管重建替代物主要有: (1)自体组织, 包括自

流量调小, 便于操作, 将胃管置入, 在主动脉旁
可见撑起的食管, 寻找中段, 将其游离, 用细纱
布条吊起, 切除中段食管为环3 mm×3 mm周径

体管腔组织: 胃、结肠和空肠; 自体非管腔组织:

的食管壁, 制成食管壁部分缺损的动物模型, 实

各种带血管蒂的肌皮瓣[1]、颈阔肌皮瓣[2-3]、骨

验组将壳聚糖管从破损处置于食管内, 并于上

膜肋间肌瓣等[4]. (2)人工食管, 如塑料管、金属

下各缝一针固定, 将就近的肺组织瓣从食管后

管、Teflon管、硅胶管等, 但效果都不甚理想. 理

穿过, 包绕在破损处, 与食管破损处边缘3-0丝线

想的替代物应具有易获取、无毒性、无排斥反

连续全层缝合, 将胃管退出, 要求无张力, 放回

应、无致癌性以及可吸收性等特点.

食管; 对照组无需内衬壳聚糖管. 关胸前检查无

[5]

目前, 食管重建术式较多 , 有各自的优缺

胸内出血及肺漏气, 当关胸膜最后一针前给与

点, 手术方法仍处于不断改进和完善中. 无论那

过渡通气几次, 在吸气末关闭胸膜腔, 无需胸腔

种重建, 减轻瘢痕增生、预防狭窄的发生仍是

引流管和穿刺排气, 逐层缝合. 术后补液抗炎治

关键问题. 我们在应用自体肺组织瓣重建气管

疗, 5 d后给予鲜奶, 1 wk后逐渐过渡饮食.

获得临床成功以后[6], 应用自体肺组织瓣, 内衬

1.2.3 观察指标: (1)一般情况观察: 大白兔术后

金属和硅胶管支架, 在动物实验取得成功, 但异

的存活情况、进食情况、体质量变化, 以及有

物反应无法克服, 本实验采用内衬一种新型可

无并发症发生. (2)大体观察: 如实验兔在观察期

吸收生物材料-壳聚糖管作为支架, 预防术后狭

中死亡, 及时尸检, 分析死亡原因, 病理学检查,

窄, 原位修补部分食管缺损, 探讨其应用的可行

术后第2、4、8周分别处死两组存活动物各6只,

性及出现的一些问题, 为今后整段缺损的进一

肉眼大体观察缺损处肺组织瓣愈合情况及壳聚

步研究奠定基础.

糖管的情况. (3)组织学观察: 取缺损修补处组织
进行HE染色、光镜检查肺组织瓣生长情况. (4)

1 材料和方法

钡餐透视: 术后10 wk对各组存活兔行钡餐透视

1.1 材料 健康日本大耳白兔50只, 体质量3 kg左

观察食管通畅情况. (5)随访观察存活兔进食生

右, 雌雄不限, 由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长情况6-8 mo.

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其中25只设为对照组, 25
只为实验组; 壳聚糖管状支架, 长15 mm, 内径4

2 结果

mm(壳聚糖粉纯度99%, 脱乙酰度为99%, 山东济

2.1 动物存活情况 术后存活45只, 实验组23只,

南海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本人自行研制, 戊二

对照组22只, 围手术期死亡5只, 其中术中死亡1

醛灭菌); TKR-200C小动物呼吸机1台(江西省特

只, 术后当日死亡1只, 死于麻醉过深, 第4天死

立麻醉呼吸设备有限公司); 婴儿喉镜、3.0-4.0型

于吻合口瘘1只, 第7天死于输液意外1只; 第2周

号气管插管.

死于营养不良衰竭1只, 死亡后不再补充.

1.2 方法

2.2 一般情况 实验组及对照组禁食5 d后均能经

1.2.1 手术前处理: 全部大耳白兔术前均未给药,

口进食, 前5 d禁食, 输液, 5 d给流质鲜奶, 食欲

无需术前禁食水. 200 g/L乌拉坦(5 mL/kg), ip, 3

旺盛, 未发现呕吐现象, 每日少量多餐, 10 d后正

min内兔麻醉, 四肢瘫软, 呼吸变慢变浅, 腹式呼

常饮食, 实验组未出现明显进食障碍, 对照组于

吸, 角膜反射存在, 肌注氯胺酮(1 mg/kg), 减少痛

3 wk后饮食差, 大白兔术后1 wk内体质量均下降

觉反射. 将麻醉好的大白兔取仰卧位, 用100 g/L

约1-2 kg, 对照组体质量未能恢复术前状况. 实

普鲁卡因喷洒咽喉部, 迅速垂直插入气管插管,

验组体质量无明显减轻.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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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重建是食管
外科研究热点, 尚
未找到理想的食
管重建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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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研究采用壳聚
糖制成管型可吸
收支架, 在肺组织
瓣修复食管缺损
重建中防止狭窄
和排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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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体观察 术后2 wk: 见食管缺损处食管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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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肺修补食管术后大体
标本. A: 对照组2 wk; B: 对
照组4 wk; C: 对照组8 wk; D:
实验组2 wk; E: 实验组4 wk;
F: 实验组8 wk.

原因与手术无关, 皆为其他原因所致.

与肺组织瓣结合紧固, 伴有水肿, 替代物肺组织
瓣下可触及壳聚糖管, 质地软, 管腔表面有一层

3 讨论

污秽膜状物; 术后4 wk: 缺损处完全修复, 缝线

食管切除与食管重建是食管外科领域的一个重

可见, 尚未吸收, 实验组食管替代物部分的管腔

要方面, 近年来研究的生物类替代物, 如智发朝

内表面光滑, 血运丰富, 壳聚糖管部分分解, 触

et al [7]应用由猪主动脉经理化处理后制成生物型

及有颗粒感, 对照组, 缺损处肺组织红色, 有组

人工食管, 无生物活性, 对30只实验犬进行食管

织增生物覆着, 伴有水肿; 术后8 wk: 实验组食

替代, 结果发现组织相溶性好, 质地柔软、有弹

管缺损处完全被白色厚膜状物覆盖, 管壁无水

性、脱落不构成危险, 围手术期有效率为93.3%,

肿, 无明显狭窄, 无坏死和溃疡; 未见壳聚糖管

有良好的研究及开发应用前景, 张兰军 et al [8]应

状物. 对照组愈合良好, 组织瓣表面有增生物存

用30只中国杂种犬经右侧开胸切除胸段食管,

在(图1).

并以8 cm长生物型人工食管进行重建, 目前仍旧

2.4 组织学观察 取缺损部组织行病理检查: 术后

面临的还有吻合口瘘, 狭窄, 以及植入长度的限

2 wk: 实验组及对照组均见肺组织结构, 肺泡萎

制, 仍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采用生物可降解材

陷, 肺泡细胞变性肿大, 炎性细胞浸润, 表现为

料与非降解材料复合制成人工食管, 既对自身

急性炎症反应; 术后4 wk: 实验组替代物表面肺

食管组织爬行再生有一定的诱导作用, 同时生

组织结构依然可辨, 肺泡变大, 结构不典型, 炎

物材料降解速度与之相匹配, 非降解材料起到

性反应减弱, 未见明显纤维组织增生, 伴有少许

支架作用, 延长了单纯生物材料的支撑时间, 最

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 对照组缺损处中央肺

终再生食管完全替代人工食管. 组织工程化食

泡结构不典型, 可见纤维组织细胞生长, 伴有少

管取得了一定进展, 目前尚未应用于临床.

许炎性细胞; 术后8 wk: 实验组肺组织瓣表面大

本课题组 [6]首创肺组织瓣用于气管缺损修

部分鳞状上皮化, 肺泡结构不明显, 慢性炎性反

复获得成功, 证明肺组织瓣可作为胸内修复重

应明显减轻; 对照组为慢性炎症反应, 伴有明显

建材料, 这为我们修补食管缺损提供了新的思

纤维组织增生, 表面无鳞状上皮化生(图2).

路, 即将肺组织瓣包裹缺损部位, 形成人工食管

2.5 钡餐透视 术后10 wk食管钡餐检查, 实验组

管腔,内置金属和硅胶管支架, 有助于近期预防

见食管钡剂通过顺利, 无明显狭窄及返流, 吻合

狭窄的发生, 但支架的排斥反应无法避免[9], 远

部上下无扩张, 无钡剂漏出, 蠕动良好; 对照组

期效果不理想, 容易造成远期排斥反应, 这是我

出现轻度的狭窄, 吻合口上伴有扩张, 钡剂通过

们课题组前期遇到的问题, 改进方法, 选择壳聚

顺畅, 蠕动一般(图3).

糖材料制成可吸收支架, 来解决排斥反应. 肺组

2.6 随访情况 剩余各组兔长期存活6-8 mo, 死亡

织瓣血运丰富. 在手术中观察无缺血改变, 术后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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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 等. 肺组织瓣内衬壳聚糖支架对食管部分缺损的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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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肺修补食管术后光镜下肺组织瓣变化(HE染色,×10). A-C: 对照组2、4、8 wk; D-F: 实验组2、4、8 wk.

A

B

碍, 在给狗做食管修补手术的实验中[14], 应用金
属管和硅胶管作为内衬支架,存在一定的异物
反应, 表现为慢性炎症的过程, 我们采用壳聚糖
制成管状支架, 利用壳聚糖自身的组织相容性
好、可降解性的特点, 既能够有效地预防组织
瘢痕收缩狭窄形成, 在度过狭窄期后, 可在体内
自行降解, 产物无毒、无害、无副作用, 是一种
理想的生物可降解材料,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本实验研究肺组织瓣内衬壳聚糖管修补食

图 3 兔术后10 wk钡餐透视变化. A: 实验组; B: 对照组.

管壁部分缺损, 是一种创新研究, 他的应用前景
病理及电镜检查也证实这一点. 修补物为自体

是可以直接在胸腔内原位替代食管, 不需开腹

组织, 避免了人工食管的异物排斥反应, 能与食

和重新吻合血管, 手术操作相对简便, 创伤小.

管缺损缘形成牢固的纤维愈合. 肺组织瓣有一

进一步地研究包括平滑肌及神经丛、腺体的再

定的延展性, 选取不同的肺叶可以制成不同长

生[15], 蠕动功能的恢复, 长段食管的重建等, 如

度的肺组织瓣. 总之, 肺组织瓣取材方便, 组织

能成功应用于临床, 则可为既往曾行胃或肠道

相容性好, 血运丰富, 愈合能力强, 抗感染性好,

手术且无法用空腔脏器替代食管的患者提供了

能够提供食管再上皮化的良好环境.

新的手术方法.

甲壳素

[10]

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唯一一种带

阳离子能被生物降解的分布极其广泛的高分子
材料, 壳聚糖可用于生物工程支架等的研究[11-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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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of transgene
expression and inducing apoptosis on tumorspecific replication-competent adenovirus
carrying human tumor necrosis factor-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 gene, a novel geneviral therapeutic system CNHK500-hTRAIL, in
www.wjgnet.com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cell lines in vitro.
METHODS: HCC cell lines HepG2, Hep3B and
normal hepatocyte lines WRL-68 were transfected with CNHK500-hTRAIL. Virus replication
assay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selective
replication ability of CNHK500-hTRAIL. ELISA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transgene expression of TRAIL. The cytotoxicity in cultured HCC
and normal cells was evaluated by 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 (MTT). Flow cytometry (FCM)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arly apoptotic induced
by CNHK500-hTRAIL.

■背景资料

原发性肝癌已成
为我国恶性肿瘤
死亡率的第2位.
虽然在不断发展
的综合治疗模式
下诊治水平取得
了很大进步, 但
居高不下的发病
率、复发率和死
亡率仍然非常棘
手. 因而寻求新的
肝癌有效辅助治
疗手段十分必要.

RESULTS: CNHK500-hTRAIL was selectively
proliferated in the telomerase-positive HCC cell
lines HepG2 and Hep3B. 72 hours after infection with CNHK500-hTRAIL, the expression
of TRAIL in the supernatant of cultured cell
lines HepG2 and Hep3B were 167.4 and 173.22
ng/L, respectively; CNHK500-hTRAIL killed
more HepG2 and Hep3B cells significantly with
MOI = 0.1 and induced obvious apoptosis but
not in WRL-68 even with MOI = 50. The ability
of transgene expression and inducing apoptosis were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replication-competent adenovirus CNHK500 or
replication-defective Ad-hTRAIL.
CONCLUSION: Replication-competent adenovirus carrying human TRAIL gene is more
effective than simplex oncolytic adenovirus or
replication-defective adenovirus carrying human TRAIL gene in both cytotoxicity and efficiency of gene transfer in HCC, and holds great
promise in the area of HCC therapy.
Key Words: Gene-therapy; Adenoviral vector;
TRAIL; Apoptosi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 Flow cytometry
Liu YJ, Chen FH, Su CQ, Wang XH, Qian YZ, Qian QJ.
A novel oncolytic adenovirus carrying human tumor
necrosis factor-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 gene
induce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 apoptosis in
vitro.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241-246

摘要
目的: 评价携带TRAIL基因的肿瘤特异性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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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肿瘤的基因治疗
是近年来的研究
热点之一. 这种新
的生物治疗方法
具有完全不同的
作用机制, 与现有
的肿瘤治疗方法
无交叉耐受且有
协同作用, 因而受
到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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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腺病毒CNHK500-hTRAIL在人肝癌细胞株
中介导TRAIL基因表达及对肝癌细胞的凋亡
诱导作用.
方法: CNHK500-hTRAIL感染人肝癌细胞株
HepG2、Hep3B以及人正常肝细胞株WRL-68,
通过增殖实验观察病毒的选择性增殖能力, 并
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TRAIL蛋
白的表达量, 四甲基偶氮唑蓝(MTT)比色法检
测其杀伤肝癌细胞的功效, 流式细胞术(FCM)
检测其对细胞早期凋亡的影响.

2009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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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HK500-hTRAIL、空病毒载体CNHK500以及
增殖缺陷型腺病毒载体Ad-hTRAIL由第二军医
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病毒-基因治疗实验室构
建并保存[2]. 胎牛血清(FBS)、DMEM、MEM培
养液均购于Gibco BRL公司.
1.2 方法
1.2.1 细胞株及培养: 人肝癌细胞株H e p G2、
H e p3B, 正常人肝细胞株W R L-68均购自
ATCC(American Type Cuture Collection, USA).
HepG2、Hep3B用含100 mL/L FBS的DMEM培

结果: C N H K500-h T R A I L能选择性地在
HepG2、Hep3B细胞内高效增殖; 感染72 h后
HepG2、Hep3B细胞培养上清中TRAIL的表
达量分别为167.4、173.22 ng/L; 在MOI = 0.1
时, CNHK500-hTRAIL即可明显杀伤HepG2、
Hep3B细胞, 并选择性地诱导细胞早期凋亡,
均显著高于空病毒CNHK500及非增殖型腺病
毒Ad-hTRAIL; 而对人正常肝细胞株WRL-68
则无明显杀伤作用.

养液, WRL-68用含100 mL/L FBS的MEM培养

结论: 携带TRAIL基因的肿瘤特异性增殖型腺
病毒载体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和目的基因
的表达, 明显优于单纯的病毒载体及传统的非
增殖型腺病毒载体, 应用前景广阔.

的培养液, 换用含50 mL/L血清的培养液3 mL,

关键词: 基因治疗; 腺病毒; 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
诱导配体; 凋亡; 肝细胞癌; 四甲基偶氮唑蓝; 流式
细胞术
刘永靖, 陈飞虎, 苏长青, 王星华, 钱炎珍, 钱其军. 携带TRAIL基
因的新型溶瘤病毒体外诱导肝癌细胞凋亡.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液. 所有细胞37℃、50 mL/L CO2条件下培养,
2.5 g/L胰酶消化、传代.
1.2.2 病毒增殖实验: 取对数生长期的HepG2、
Hep3B、WRL-68细胞铺6孔板, 3×10 5/孔, 置
于37℃ 50 mL/L CO2孵箱内24 h(正常人肝细胞
株WRL-68则需培养48 h), 待细胞贴壁后, 换用
无血清培养液1 mL, 按MOI = 5分别加入病毒
CNHK500-hTRAIL和wtAd5, 2 h后弃去含病毒
分别在0、6、12、48、96 h用细胞刮子将细胞移
至5 mL离心管中, 置于-80℃冰箱中, 反复冻融3
次, 使病毒自细胞中释放, 用TCID50法测定病毒滴
度. 以0 h病毒滴度为参照, 计算病毒的增殖倍数.
1.2.3 T R A I L基因表达的检测: 以上述相同方
法配制成的单个HepG2、Hep3B、WRL-68细
胞悬液加入6孔培养板, 3×105个细胞/孔, 常规
培养24 h后按MOI = 5加入CNHK500-hTRAIL

2009; 17(3): 241-246

病毒液100 μL, 2 h后换20 m L/L血清培养液2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241.asp

m L, 再孵育24h后收集细胞, 均计数为5×10 9
个/L, 提取细胞总RNA, 以TRAIL可溶性胞外

0 引言
以往研究表明, 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
体(TRAIL)具有明显的抗肿瘤活性, 但由于系统
给药可能存在的肝细胞毒性, 限制了其进一步
应用[1]. 如果能使TRAIL仅在肿瘤局部形成高浓

区(114-281AA)cDNA引物(上海基康公司合成),
序列见表1. 以相同体系进行RT-PCR(反应体积
25 μL, 1 μL抽提的总RNA为模板), 反应条件为
50℃ 30 min, 94℃ 2 min, [94℃ 30 s, 52℃ 30 s,
72℃ 90 s]×35个循环, 最后一个循环72℃延伸

度, 则是提高疗效、降低毒性的关键所在. 为此,

10 min, 产物全部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 紫外灯

我们利用增殖型腺病毒载体可特异性地靶向肿

下观察结果并照相.

瘤细胞内增殖复制的特点, 以携带人TRAIL基因

1.2.4 M T T检测细胞活力: 按不同M O I值进行

的肿瘤特异性增殖型腺病毒治疗肝癌, 并以携

MTT实验. 以配制成的单个HepG2、Hep3B、

带人TRAIL基因的传统非增殖型腺病毒为对照,

WRL-68细胞悬液, 按100 μL/孔加入96孔培养

观察并比较对肝癌细胞的杀伤能力.

板, 置于37℃ 50 mL/L CO2孵箱内24 h. 无血清培
养液稀释病毒, 按MOI = 0、0.01、0.02、0.05、

1 材料和方法

0.1、0.2、0.5、1、2、5、10, 加入CNHK500-

1.1 材料 携带人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

hTRAIL或CNHK500病毒液100 μL, 按MOI =

导配体可溶性胞外区基因的增殖型腺病毒

0、0.1、0.2、0.5、1、2、5、10、20、50、100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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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L可溶性胞外区mRNA引物序列及扩增产物片段大小

引物			

序列			

片段(bp)

P1

AGCCCTCTGGCCCAGGCAGTGAGAGAAAGAGGTCCTCA

P2

TGCTCTAGACTATTAGCCAACTAAAAAGGCCCCGA

C M

加入Ad-hTRAIL病毒液100 μL, 对应于每个MOI

537

1

2

3

值设8个复孔, 37℃ 50 mL/L CO2孵箱培养7 d.
进行MTT检测, 测定波长570 nm, 校正波长655
nm(具体方法见Roche公司MTT检测试剂盒操作
说明). 相同条件下重复实验3次, 结果取均数.

564 bp

537 bp

1.2.5 ELISA检测TRAIL蛋白表达量: 以配制成的
单个细胞悬液加入6孔培养板, 常规孵育24 h后换

图 1 TRAIL基
因RT-PCR产物
琼脂糖凝胶电
泳图. C: 阴性对
照; M: λDNA/
Eco RⅠ+Hin d2
ⅠMarker; 1-3:
HepG2, Hep3B,
WRL-68细胞.

无血清培养液1 mL, CNHK500-hTRAIL按MOI =
1、Ad-hTRAIL按MOI = 20加入用无血清培养液
稀释的病毒液各100 μL, 空白对照组加Ad-Buffer
A 106

孵箱72 h后收集培养液上清, 行ELISA检测. 测定

5

10

波长450 nm, 校正波长为540 nm.

104

板, 肿瘤细胞5×10 5/孔, 正常细胞1×10 6/孔, 3

增殖倍数

液100 μL, 感染2 h后换2%血清培养液2 mL, 置于

1.2.6 F C M检测细胞早期凋亡: 常规铺6孔

10
1

hTRAIL按MOI = 10分别加入病毒100 μL/孔, 十

0.1

字摇匀; 2 h后换用50 mL/L血清培养液3 mL/孔,

103

增殖倍数

10

5

轻轻混匀, 再加入PI(50 mg/L)5 μL, 室温避光孵

24

48

96

24

48

96

t /h

HepG2
Hep3B
WRL-68

10
1

1h内流式细胞仪检测. 同时以不加Annexin V-FITC

0.1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ver.11.5软件进行统

12

102

育5 min; 每管加400 μL 1×Annexin V结合缓冲液,
及PI的一管作为阴性对照. 避光, 1 h内检测.

0

4

AnnexinV结合缓冲液重悬细胞至1×10 /L; 取
μL(20 mg/L)Annexin V-FITC, 室温避光30 min,

d
bd

B 105

9

b

102

CNHK500-hTRAIL及CNHK500按MOI = 1, Ad-

100 μ L重悬液(1×10 )至5 m L培养管; 加10

HepG2
Hep3B
WRL-68

103

mL/孔. 孵育24 h后换用无血清培养液1 mL/孔,

再培养24 h; 收集细胞, 冷PBS洗细胞2次, 1×

0

12

t /h

差别采用t 检验. P <0.01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 2 CNHK500-hTRAIL与wtAd5在不同细胞中的增殖曲线.
A: CNHK500-hTRAIL增殖实验; B: wtAd5病毒增殖实验.
b
P <0.01, dP <0.01 vs WRL-68组.

2 结果

H e p G2、H e p3B细胞中病毒滴度比0 h时高

2.1 TRAIL基因的表达 经CNHK500-hTRAIL处

16 120及251 156.5倍, 在正常细胞株W R L-68

理的HepG2、Hep3B细胞株, 可以检测到TRAIL

中, CNHK500-hTRAIL病毒48 h增殖倍数仅为

可溶性胞外区m R N A的表达, 并且明显多于

831.64倍, 而野生型腺病毒增殖可达5063.29倍

WRL-68细胞中的表达量(图1).

(图2). 说明CNHK500-hTRAIL可以选择性地在

2.2 增殖实验 在HepG2、Hep3B人肝癌细胞株

肿瘤细胞内增殖, 而在正常细胞WRL-68中增殖

中进行病毒增殖实验, 结果显示, C N H K500-

能力较野生型腺病毒明显降低, 仅为前者的10%

h T R A I L与w t A d5的增殖能力相近, 48-96 h

左右. CNHK500-hTRAIL在HepG2、Hep3B中比

达到较高水平, 48 h时C N H K500-h T R A I L在

在WRL-68中的增殖能力高出300倍之多.

计分析, 实验数据以mean±SD表示, 两样本均数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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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肿瘤特异性
是肿瘤基因治疗
面临的一个主要
问题. 近年来的
研究重点也在于
寻求提高靶向性,
但将病毒与治疗
基因二者联合的
“病毒-基因治
疗”鲜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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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3B
Cell lines

HepG2

图 3 ELISA法检测细胞培养上清中TRAIL蛋白的表达量.
P <0.01, dP <0.01 vs Ad-hTRAIL组; fP <0.01 vs WRL-68组.

b

感染HepG2、Hep3B、WRL-68细胞, 72 h后收
集细胞培养液上清, 间接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检测, CNHK500-hTRAIL感染HepG2、
H e p3B细胞培养液上清T R A I L的表达量分别
为167.4±2.13、173.22±3.26 n g/L, 感染A dhTRAIL病毒HepG2、Hep3B细胞上清中TRAIL
蛋白的表达量仅为32.89±2.73、34.02±2.42
ng/L; 而的CNHK500-hTRAIL及Ad-hTRAIL感
染WRL-68细胞后TRAIL的表达量分别为18.43
±3.24、17.08±4.41 ng/L(图3).
2.4 CNHK500-hTRAIL对细胞活力的影响 四
甲基偶氮唑蓝比色实验(M T T)发现, 腺病毒
C N H K500-h T R A I L可以在较低M O I值时杀
伤H e p G2、H e p3B细胞, 达到半数杀伤时约
为MOI = 0.1, 对正常细胞WRL-68, 当MOI =
50时, 细胞仍有约50%存活, 说明C N H K500hTRAIL对HepG2、Hep3B细胞的杀伤效应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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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TRAIL蛋白的表达量 CNHK500-h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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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存活率(%)

本研究是建立在
肿瘤特异增殖病
毒及肿瘤基因治
疗基础上的新方
案. 该病毒能选择
性地在肿瘤细胞
内复制增殖, 特异
地杀伤肿瘤细胞;
携带的TRAIL基
因通过病毒的增
殖复制, 在肿瘤细
胞内特异且高效
表达, 二者协同作
用, 提高抗肿瘤疗
效、降低潜在的
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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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重组病毒对细胞活力的影响. A: MTT WRL-68细
胞7 d; B: MTT HepG2细胞7 d; C: MTT Hep3B细胞7 d.
b
P <0.01, dP <0.01 vs CNHK500或Ad-hTRAIL组; fP <0.01 vs
WRL-68组.

2.43%、32.53%±2.32%, 明显高于对照病毒AdhTRAIL(11.87%±2.51%、9.77%±2.61%)及对
照细胞WRL-68(7.31%±1.17%)(图5).

显高于对正常细胞的杀伤效应(P <0.01), 而且

3 讨论

对Hep3B相对更加敏感; 而在MOI = 5时, 感染

肝细胞肝癌(hepatocelluar carcinoma, HCC)是

CNHK500、Ad-hTRAIL的各细胞也都有50%存

我国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 由于肝癌术后易复

活, 说明CNHK500-hTRAIL对HepG2、Hep3B

发、转移率高等特点, 导致手术疗效难以令人

细胞的杀伤效应明显高于C N H K500、A d-

满意[3], 而现有的非手术治疗措施疗效也不确切,

hTRAIL(P <0.01, 图4).

因而寻求新的肝癌有效辅助治疗手段十分必要.

2.5 C N H K500-h T R A I L对细胞早期凋亡的影

随着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深入发展, 肿瘤的基因

响 Annexin V-FITC法检测细胞的早期凋亡非

治疗成为极有发展前景的方法, 近年来受到了

常敏感, 在流式细胞散点图上凋亡细胞聚集

越来越多的关注[4].

在B 4 区. B 4 区细胞占总细胞的比例即是细胞

TRAIL为一种Ⅱ型跨膜蛋白, 是TNF超家族

发生凋亡的比例. C N H K500-h T R A I L感染各

的第10个成员, 可通过特异性结合死亡结构域

细胞后, 其表达的T R A I L蛋白均可诱导细胞

激发和传导凋亡信号, 激活Caspase蛋白酶解级

凋亡, CNHK500-hTRAIL诱导HepG2、Hep3B

联反应, 诱导细胞凋亡[5]. TRAIL诱导细胞凋亡

细胞凋亡的细胞数百分比分别为23.43%±

具有肿瘤或转化细胞特异性, 而且不依赖功能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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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in V法检测病毒对细胞的凋亡诱导作用. A-C: 空白对照组; D-F: Ad-hTRAIL组; G-I: CNHK500-hTRAIL组.

性P53的存在, 并能够通过旁观者效应杀伤肿瘤

hTRAIL, 其E1A、E1B基因分别由端粒酶逆转录

细胞, 在肿瘤的免疫监督和抑制转移中也起着

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TERT)和缺氧

[6]

重要作用 , 肝、肺等多种肿瘤细胞株75%以上

反应元件(hypoxia response element, HRE)双重调

都对TRAIL敏感. TRAIL在肿瘤基因治疗领域受

控. 理论上其只能在端粒酶阳性的实体瘤的微缺

[7-8]

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氧环境下增殖[11]. 研究发现, CNHK500-hTRAIL

.

传统肿瘤基因治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
[9]

选择性地在端粒酶阳性的肝癌细胞株HepG2、

肿瘤靶向性以及目的基因表达量低 . 而肿瘤

H e p3B中的增殖能力显著, 比在正常肝细胞

特异性增殖病毒能选择性地只在肿瘤细胞内复

WRL-68中的增殖能力高出300倍之多; 感染效

制、增殖, 特异性地杀伤肿瘤细胞; 携带的抗肿

率以及介导目的基因TRAIL表达的效率均十分

瘤基因通过病毒特异性的增殖、复制, 从而在

理想, 在感染后72 h的HepG2、Hep3B培养上清

肿瘤细胞内高效表达, 通过两者协同作用, 双重

中, 用ELISA法可以检测到TRAIL蛋白的表达量

杀伤肿瘤细胞, 进一步提高抗肿瘤疗效、降低

分别为167.4、173.22 ng/L, 明显高于对照组Ad-

[10]

潜在的对正常细胞的毒性 .
肿瘤特异性增殖型腺病毒C N H K500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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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RAIL. MTT检测发现, CNHK500-hTRAIL在极
低MOI值时即可造成对HepG2、Hep3B细胞株的

肿瘤特异性增殖
型病毒: 又称溶瘤
病毒, 是通过对病
毒的基因进行有
效修饰从而使病
毒特异性地只在
肿瘤细胞内选择
性地复制增殖, 最
终达到杀伤肿瘤
细胞的目的, 为肿
瘤的治疗提供了
一条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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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研究病毒
载体介导转移
TRAIL基因的表
达及对肝癌细胞
的凋亡的诱导作
用, 有一定学术价
值及潜在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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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杀伤, 明显强于CNHK500和Ad-hTRAIL, 而
对人正常肝细胞WRL-68却无明显的杀伤作用.
其主要原因在于CNHK500造成的杀伤仅为单纯
病毒溶瘤, 非增殖型腺病毒Ad-hTRAIL的TRAIL
表达量相对较低, 而CNHK500-hTRAIL能且仅
能在肿瘤细胞HepG2、Hep3B中大量增殖复制

4

5

6

并介导跨膜蛋白TRAIL的高效表达, 通过病毒与
TRAIL协同作用, 达到双重杀伤. 流式细胞术检
测也发现, CNHK500-hTRAIL感染各细胞后, 其
表达的TRAIL蛋白可显著诱导肝癌细胞凋亡, 但

7

对正常细胞的凋亡诱导作用非常弱, 这也进一步
提示了CNHK500-hTRAIL基因治疗更好的疗效
及安全性.
总之, 携带TRAIL基因的肿瘤特异性增殖型
腺病毒载体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和目的基因
的表达, 明显优于单纯的病毒载体及传统的非

8

增殖型腺病毒载体, 却对正常细胞无明显毒性,
在肝细胞癌的治疗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 当然,
其在体内的效果还有待于动物实验进一步验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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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ABCG2 express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tissue and HCC cell lines.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ABCG2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BCG2-positive cells of
30 HCC cases and 8 cases of paraneoplastic
liver cirrhosis were examin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SP methods. Dual-fluorescent
immunostaining was used to detect ABCG2
positive cells in two HCC cell lines, and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figure out the percentages of ABCG2-positive cells in the two HCC
cell lines.

www.wjgnet.com

RESULTS: The present study confirmed the
predominant localization of ABCG2 transporter
in plasma membrane. Some of ABCG2-positive
tumors showed mixed membranous and cytoplasmic staining. ABCG2 expression was detected in 63.33% (19/30) of HCC and 25% (2/8) of
paraneoplastic liver cirrhosis. ABCG2 expression
was observed both in the two HCC cell lines,
ABCG2 expression in HepG2 was only observed
in the cytoplasm, whereas ABCG2 expression
was observed on the cell membrane in addition to the cytoplasm in PLC/PRF/5; ABCG2positive cells can b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in PLC/PRF/5 (P < 0.05), but not in HepG2.

■背景资料

关于肿瘤的起源
问题一直是研究
难题. 肿瘤干细胞
理论为肿瘤的起
源提供了全新的
理念, 认为肿瘤起
源于肿瘤组织中
少数的具有干细
胞特征的肿瘤干
细胞.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of ABCG2 found
in HCC tissue and HCC cell lines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oncogenesis and progress of HCC,
and the ABCG2 may be regarded as a potential
maker for liver cancer stem cells.
Key Words: ATP-binding cassette superfamily G
member2; Liver cancer stem cell; Immunohistochemistry; Immunocytochemistry; Flow cytometry
Xi Z, Jiang CP, Ding YT. Expression of stem cell marker
ABCG2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issue and cell lin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247-252

摘要
目的: 探讨干细胞标志物ABCG2在肝细胞性
肝癌组织和肝癌细胞株中表达的意义.
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SP方法检测ABCG2在30
例肝细胞性肝癌组织和8例癌旁肝硬化组织
中的表达、分布, 并采用细胞免疫荧光技术
检测ABCG2在两种肝癌细胞株HepG2、PLC/
PRF/5中的表达, 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测试出两
种细胞株中ABCG2阳性细胞的比例.
结果: 免疫组化中, ABCG2阳性染色定位于癌
细胞胞膜, 部分病例胞质也有分布. 免疫组化
显示ABCG2在肝细胞性肝癌组织和癌旁肝硬
化组织中的表达阳性率分别为63.33%(19/30)
和25%(2/8). A B C G2蛋白在H e p G2、P L C/

■同行评议者

陈光, 教授, 吉林
大学第一医院消
化器官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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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肿瘤干细胞理论
相继在白血病、
脑肿瘤、乳腺癌
等一些疾病中被
证实, 相关肿瘤干
细胞也得到了分
离和鉴定, 相关肿
瘤标志物也被确
定, 而关于肝癌干
细胞的分离和鉴
定报道很少, 相关
肿瘤标志物也未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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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F/5这两个肝癌细胞株中均有表达, HepG2
中, A B C G2阳性染色定位于细胞胞质中, 而
在PLC/PRF/5中, ABCG2阳性染色定位于细
胞胞质和细胞膜上. PLC/PRF/5细胞株中, 通
过流式细胞仪能检测出表达A B C G2的细胞
(P <0.05), 而在HepG2细胞株中, 通过流式细胞
仪不能检测出表达ABCG2的细胞.

科2006-10/2007-12病例资料完整的30例肝细胞

结论: ABCG2在肝细胞性肝癌的发生发展过
程中可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可能成为临
床治疗肝细胞性肝癌的分子靶标.

型肝炎后肝硬化17例, 有脉管癌栓11例. 肿瘤最

关键词: ATP结合转运蛋白G超家族成员2; 肝癌干
细胞; 免疫组织化学; 免疫细胞化学; 流式细胞技术

性肝癌和8例癌旁肝硬化手术切除标本(患者手
术前都没有接受过化疗或放疗). 经我院病理科
均确诊为肝细胞型肝癌. 其中男25例, 女5例; 患
者年龄32-82(平均年龄60)岁. 参照国际TNM分期
标准, 分为Ⅰ、Ⅱ、Ⅲ、Ⅳ期, 再分为早期(Ⅰ、
Ⅱ期)19例, 晚期(Ⅲ、Ⅳ期)11例, 组织学显示乙
大直径1.0-15 cm, ≥10 cm者7例, 3-10 cm者18例,
≤3 cm者5例.
1.2 方法
1.2.1 免疫组化染色: 采用SP方法. 一抗为鼠抗人
ABCG2单克隆抗体(克隆号: 5D3, 美国R&D公

奚忠, 江春平, 丁义涛. ABCG2在肝细胞性肝癌组织和肝癌细胞

司产品, 工作浓度1∶100). 主要步骤包括: 常规

株中的表达及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 247-252

脱蜡至水, 1 mmol/L、pH6.0柠檬酸微波95℃ 20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247.asp

min, 阻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正常羊血清封闭,
一抗4℃过夜; 次日依次加生物素标记的羊抗

0 引言

鼠二抗和Streptavidin-Peraxidase, DAB显色; 苏

ABCG2属于ABC转运蛋白家族成员之一, 被认

木素复染, 脱水、透明、固定. 试验中同时设立

为是侧群细胞的表型, 一种潜在的干细胞分子标

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 阴性对照: 用PBS代替一

[1-2]

志

. 目前已经发现部分肿瘤干细胞的标志中包

抗. 阳性对照: 根据抗体说明书, 选用胎盘组织

含ABCG2, 并且有些研究直接用ABCG2作为干

ABCG2染色. 结果判定: ABCG2阳性细胞为胞

细胞或肿瘤干细胞的标志物来分离或鉴定干细

膜棕黄色染色, 癌细胞全部不着色为阴性.

. 最新研究表明肝癌干细胞可

1.2.2 人肝癌细胞株HepG2和PLC/PRF/5的培养:

能也存在于人类肝细胞型肝癌中, 而且在肝癌的

人肝癌细胞株HepG2和PLC/PRF/5细胞接种于

[3-5]

胞或肿瘤干细胞

[6-7]

发生、发展中占有重要作用

, 也有文献表明在
[8]

肝癌细胞株中确实存在肝癌干细胞 , 本研究通

75 mL的培养瓶中, 培养液为90%的H-DMEM,
100 mL/L胎牛血清, 100 kU/L青霉素, 100 mg/L

过组织学和细胞学结合的方式, 探讨干细胞标

链霉素, 置于37℃, 50 mL/L CO2环境中培养, 24

志分子ABCG2在肝细胞性肝癌组织和肝癌细胞

h后首次换液去掉未贴壁的悬浮细胞. 以后根据

株中的表达和分布, 阐明肝癌干细胞在肝癌形

细胞生长情况每3天换液, 第6-7天细胞生长占瓶

成过程中的作用, 为临床治疗肝细胞性肝癌确

底面积超过90%时, 用2.5 g/L浓度的胰蛋白酶消

定可能的分子靶标.

化, 按照1∶2进行传代, 以后重复操作, 传至第
五代, 培养过程中倒置相差显微镜下对培养中

■相关报道

有报道采用侧群
细胞技术来分离
实体性肿瘤细胞
株中的侧群细
胞, 并检测侧群
细胞的致瘤性,
从而确定肿瘤干
细胞的存在. 但
是, 侧群细胞分
离过程中采用的
Hoechst33342染
料具有细胞毒性,
不能很好阐明致
瘤性的原因.

1 材料和方法

的细胞进行观察.

1.1 材料 人肝癌细胞株HepG2和PLC/PRF/5(购

1.2.3 人肝癌细胞株HepG2和PLC/PRF/5的免疫

买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细胞库),

细胞化学: 细胞长满后接种于高压消毒处理过

H-DMEM培养液(美国Hyclone公司), 胎牛血清

的载玻片上, 待细胞处于对数生长期时取出载

(美国Hyclone公司), 胰蛋白酶(美国Hyclone公

玻片, PBS清洗5 min×3次后, 用40 mL/L多聚

司), 鼠抗人ABCG2单克隆抗体(克隆号: 5D3, 美

甲醛固定10 min, PBS清洗5min×3次后, 0.2%

国R&D公司产品, 工作浓度1∶20), 异硫氰酸标

Triton-X100破膜2 min, PBS清洗后加鼠抗人

记的兔抗鼠二抗100 μL(Millipore公司产品, 工作

ABCG2单克隆抗体(用含3% BSA的PBS稀释)100

浓度1∶50), Hochest 33258染料(Sigma公司产品,

μL, 4℃孵育, 过夜. 同时设立对照组: 用PBS代替

工作浓度1∶1000), 倒置显微镜(Olympus公司),

一抗. PBS清洗5min×3次后, 加入异硫氰酸标记

二氧化碳培养箱(Thermo公司), 超净工作台(苏州

的兔抗鼠二抗100 μL, 工作浓度1∶50, 4℃孵育

净化有限公司), 荧光显微镜(Olympus公司), 流式

30 min. PBS清洗5 min×3次. 加入Hochest 33258

细胞仪(Thermo公司). 收集南京市鼓楼医院病理

染料100 μL, 4℃孵育15 min, PBS清洗5 min×3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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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研究首次采用
公认的干细胞标
志物ABCG2作为
肝癌干细胞的潜
在标记分子, 检测
其在肝细胞型肝
癌组织和肝癌细
胞株中的表达.

E

图 1 ABCG2的表达(SP染色). A: 癌旁肝硬化组织中的阳性表达(×400); B: 癌旁肝硬化组织阴性对照(×400); C: 肝细胞型肝
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400); D: 肝细胞型肝癌组织中的阴性对照(×200); E: 胎盘组织中的强阳性表达(×400).

次, 甘油封片,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照相.

组织中, ABCG2表达在胆小管和Hering小管中

1.2.4 流式细胞术分选阳性细胞比例: 用2.5 g/L

(图1A中有些细小的管腔, 周围没有结缔组织而

浓度的胰蛋白酶消化下来后, 计数细胞达到106

是被成熟的肝细胞包绕, 提示该组织为Hering小

数量级装入Ep管中, 1200 r/min离心5 min, PBS

管), 而在肝癌组织中, ABCG2则表达在癌细胞

清洗5 m i n×3次, 加入一抗: 鼠抗人A B C G2

的胞膜和胞质中, ABCG2在癌旁肝硬化组织中

mAb, 4℃过夜. 同时设立阴性对照组: 用PBS代

表达强度比在肝癌组织中弱. 不同区域的染色

替一抗. PBS清洗5 min×3次, 次日加入异硫氰

程度差异不明显, 阳性产物呈弥散的棕黄色颗

酸标记的羊抗鼠二抗, 4℃孵育30 min. PBS清洗

粒. 阳性对照(胎盘组织)染色的合胞体滋养层细

5 min×3次. 上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ABCG2阳

胞膜和胞质可见ABCG2强阳性染色(图1).

性率. 实验重复4次.

2.2 细胞免疫荧光结果 两种肝癌细胞株都表达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进行数

ABCG2(阴性对照组都没有观察到绿色荧光染

据处理. 配对资料采用t 检验, P <0.05表示有显著

色). 在HepG2中, ABCG2主要表达在细胞的胞质

性差异.

中, 而在PLC/PRF/5中, ABCG2主要表达在细胞
膜上, 胞质内也有表达(图2). 其中蓝色荧光的为

2 结果

Hochest33258染色, 大多细胞都能被染色, 绿色

2.1 ABCG2表达阳性率和定位 ABCG2在肝细胞

荧光的为ABCG2染色.

性肝癌组织和癌旁肝硬化组织中的表达阳性率

2.3 细胞流式分选结果 HepG2中, 对其采用配对

分别为63.33%(19/30)和25%(2/8). 在癌旁肝硬化

资料的t 检验, 得出P = 0.149>0.05. 说明这两组数

www.wjgnet.com

■应用要点

根据肝癌细胞株
中细胞是否表达
ABCG2蛋白, 将
阳性细胞和阴性
细胞分选开来, 为
今后的细胞异体
移植研究打下基
础, 从而确定肝癌
干细胞的标志物,
为肝癌的临床和
基因治疗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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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A B C G 2 : AT P 结
合转运蛋白G超
家族成员2, 是
一种P-糖蛋白,
ABCG2在侧群细
胞SP中呈现高表
达, 被认为参与
肿瘤细胞的多药
耐药性. ABCG2
蛋白被认为是半
转运蛋白,可识别
带正负电荷的分
子、有机离子和
硫酸盐络合物, 主
要存在于干细胞,
某些肿瘤细胞和
上皮细胞的顶膜.
ABCG2主要参与
肿瘤干细胞多药
抗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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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HepG2和PLC/PRF/5细胞中ABCG2的表达(×400). A、C、E: HepG2细胞; B、D、F: PLC/PRF/5细胞; A-B: ABCG2;
C-D: Hochest33258; E-F: 整合.

表 1 两种细胞株中, 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出表达ABCG2
的细胞比率 (%)

说和祖细胞起源学说[9-10]. 成熟细胞起源学说认
为人类肿瘤起源于分化细胞基因突变的不断积
累; 而祖细胞起源学说只适用于一些少数的肿

HepG2
对照组

实验组

P值

PLC/PRF/5
对照组

实验组

1.8

22.6

3.0

31.4

P值

瘤, 如畸胎瘤和白血病[11]. 从肿瘤细胞的增殖观
念角度, 有两种模型: 推测模型和等级分化模

Ⅰ

0.5

1.0

Ⅱ

0.8

4.3

Ⅲ

0.2

1.0

1.5

42.2

的致瘤能力, 并且可以像一个新的肿瘤细胞发

Ⅳ

0.2

0.9		

1.5

43.7

挥功能作用. 相反的, 等级分化模型则认为: 只

0.149

0.008a

a

P <0.05.

据没有统计学差异. 这表明通过流式细胞仪不能
检测出表达ABCG2的细胞. 同样, PLC/PRF/5中,
对其采用配对资料的t 检验, 得出P = 0.008<0.05.
说明这两组数据有统计学差异. 这表明通过流式
细胞仪能检测出表达ABCG2的细胞(表1).
3 讨论
关于肿瘤的起源有两种学说: 成熟细胞起源学

型. 推测模型认为肿瘤的所有细胞都具有相同

有少数细胞或细胞亚群具有明显的增殖能力,
而且可以产生新的肿瘤细胞. 等级分化模型与
肿瘤干细胞理论相符, 也就是说肿瘤干细胞可
能是致瘤细胞, 在肿瘤细胞的谱系中占有重要
地位[12-13]. 最新的干细胞研究认为: 祖细胞起源
学说和等级分化模型可以应用在实体肿瘤上.
肿瘤干细胞可能不仅仅存在于白血病, 还有可
能存在于实体肿瘤, 如脑肿瘤和乳腺癌[14-16].
1997年, Goodell et al [17]开创了一个新的
方法来证实成人干细胞存在. 当骨髓来源的细
www.wjgnet.com

奚忠, 等. ABCG2在肝细胞性肝癌组织和肝癌细胞株中的表达及意义

胞与Hoechst33342染料共同孵育, 并通过流式

在本研究中, 通过流式细胞仪不能从HepG2

细胞仪检测时, 发现有一小部分细胞不能够被

细胞株中检测出表达ABCG2的细胞, 而在PLC/

Hoechst33342染料染色, 从而被证实为侧群(side

PRF/5细胞株中, 可以检测出表达ABCG2的细

population, SP)细胞. SP细胞技术被用来检测正

胞. 但是对于H e p G2细胞株, 通过细胞免疫荧

常组织中的干细胞和肿瘤组织中的肿瘤干细

光检测, 确实可以观察到表达ABCG2阳性的细

[18-19]

. 肿瘤干细胞与肿瘤细胞在形态上没有

胞. 这一问题可能与ABCG2在不同的细胞株中

差异, 肿瘤干细胞只是一个功能学概念, 体内致

的细胞定位有关 [21], 因为流式细胞仪只能检测

瘤性是鉴定肿瘤干细胞的重要依据. 通过侧群

出表达细胞膜上的蛋白, 细胞膜的内蛋白因为

细胞的研究, 可以在肿瘤细胞株中将SP细胞与

没有作破膜处理, 一抗未能与其结合, 从而检测

非SP细胞分选开来. 分选出来的SP细胞则可以

不出. ABCG2定位在HepG2的细胞胞质内, 在细

用来检测他们是否有肿瘤干细胞特性: 体内高

胞膜上不表达, 通过流式细胞仪无法检测, 但是

效的致瘤性. 但是, Hoechst33342染料具有细胞

ABCG2在PLC/PRF/5细胞中, 定位不仅在细胞胞

毒性, SP细胞因为细胞膜上有ATP结合盒膜转

质内, 在细胞的胞膜上也有表达, 所以通过流式

运蛋白保护而不受Hoechst33342染料的毒性作

细胞仪可以检测出表达ABCG2的细胞, 本实验

用, 但是非SP细胞因为细胞膜上没有保护性蛋

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出在PLC/PRF/5中ABCG2

白, 所以不能存活[20]. 那么, SP细胞的致瘤性究

阳性细胞比率平均值为35.0%, 但是根据肿瘤干

竟是肿瘤干细胞的内在致瘤性, 还是由于人为

细胞理论, 肿瘤干细胞的数量只有占一小部分,

的Hoechst33342染料的毒性作用, 就不得而知

分析其原应可能与实验仪器误差有关, 还有可

了. 这样的话, 以是否可以泵出Hoechst33342染

能与实验当时细胞的增殖状态有关.

胞

料来用于肿瘤干细胞的鉴定是不合理的. 然而,

总之, 通过本研究可以确定干细胞标记分子

ABCG2在细胞表面的表达可能可以作为一个肝

ABCG2在癌旁肝硬化和肝癌组织中都有表达,

癌干细胞的表面标志物来研究[21].

而且在肝癌细胞株中也可以筛选出表达ABCG2

ABCG2属于ABC转运蛋白家族成员之一,

阳性的细胞, 我们可以得出干细胞标记分子

被认为是侧群细胞的表型, 一种潜在的干细胞

ABCG2可能是肝癌干细胞的标记分子, 是否可

分子标记, 本实验通过对30例肝细胞型肝癌组

以单独作为特异性的标记分子还需要进一步的

织和8例癌旁肝硬化组织免疫组织化学的实验

研究证明. 例如, 体内致瘤性是筛选和鉴定肿瘤

研究发现, ABCG2在癌旁肝硬化组织和肝细胞

干细胞的重要手段, 建立在本实验的基础上, 可

型肝癌组织中都有表达, 且肝细胞型肝癌组织

以在肝癌细胞株PLC/PRF/5中分选出ABCG2阳

中的阳性率明显高于肝硬化组织. 在癌旁肝硬

性的细胞, 以阴性细胞作为对照, 同时注入裸鼠

化组织中, ABCG2表达在胆小管和Hering小管

体内, 观察其致瘤性和致瘤能力的差异, 从而确

中, 而在肝癌组织中, ABCG2则表达在癌细胞的

定肝癌干细胞特异性的标志分子.

+

胞膜和胞质中. 这表明ABCG2 细胞在从癌旁肝
硬化组织向肝癌组织演变的过程中是一直存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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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study the change of intestinal motility
in trinitrobenzene sulfonic acid (TNBS)-induced
rat coliti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anti-inflammatory action and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substance P(SP)and
vasoactive intestinal Polypeptide (VIP) by
Shenqing recipe (SQR).
www.wjgnet.com

METHODS: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QR high dose group, SQR low dose group,5ASA group, model Ⅰ group, model Ⅱ group
and normal group with 10 rats in each group.
Rats in model Ⅰ group were killed on day 3,
and rats in the other groups were given medicine on day 3, once a day for 7 days. Rats were
killed after 7 days’ treatment. Histopathological assessment of the colonic mucosa was performed. MPO, MDA and SOD levels in the
colonic mucosa were determined by ultraviolet
spectrometer. The expression of neurotransmitters including SP and VIP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背景资料

肠道动力学异常
与溃疡性结肠炎
(UC)的发病关系
得到医学界的重
视, 并逐渐成为
UC发病机制研究
的热点, 而P物质
(SP)、血管活性
肠肽(VIP)这两种
主要的肽能神经
递质在胃肠道电
生理和动力发生
以及动力障碍上
具有重要作用.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the colonic mucosal levels of MPO and MDA
were increased (2.78 ± 0.26 vs 0.56 ± 0.20, 15.14
± 2.02 vs 7.41 ± 1.19, P < 0.05), while the level of
SOD was decreased in the model Ⅰ group (84.15
± 6.27 vs 176.33 ± 12.06, P < 0.05). Compared
with model Ⅱ group, the colonic mucosa levels
of MPO and MDA were markedly decreased
(1.03 ± 0.23, 1.57 ± 0.27, 1.59 ± 0.12 vs 2.03 ± 0.33;
8.30 ± 1.27, 10.09 ± 1.09, 10.46 ± 1.37 vs 14.38 ± 1.84,
P < 0.05), and the level of SOD was increased in
the SQR high dose group, SQR low dose group
and 5-ASA group (190.17 ± 7.71, 178.90 ± 8.59,
176.13 ± 9.50 vs 107.09 ± 6.37,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VIP and SP of the colonic mucosal was decreased in model Ⅰ group (42 608.00 ± 4823.37
vs 461 570.00 ± 18 227.7; 50 801.90 ± 7698.09 vs
607 333.90 ± 34 166.35, P < 0.05).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Ⅱ group ,the
expressions of VIP and SP were up-regulated in
SQR high dose group, SQR low dose group and
5-ASA group (302 253.10 ± 11 484.92, 171 014.7
± 21 993.34, 158 355.10 ± 13 855.66 vs 77 260.26
± 9375.49; 419 171.36 ± 23 267.98, 279 572.17 ±
26 645.82, 282 438.50 ± 13 236.13 vs 111 838.85 ±
9698.09, all P < 0.05).
■同行评议者

CONCLUSION: Our data indicate Shenqing
recipe regulates the intestinal motility of SQR
possibly through up-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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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UC是临床常见难
治性疾病, 目前
西医治疗存在疗
效欠佳、复发率
高、副作用大及
价格昂贵问题. 中
医药治疗本病具
有优势. 参青方
(青黛、参三七,
一见喜等)是口服
结肠靶向制剂参
青肠溶片的原料
药, 具有清热解毒
化湿, 凉血化瘀止
血, 祛腐生新愈疡
之功, 持续应用能
有效防止溃疡性
结肠炎复发, 是中
药治疗该病的有
效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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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 是以腹

摘要
目的: 探讨三硝基苯磺酸(TNBS)诱导结肠炎
大肠道动力学异常的发病机制, 研究参青方消
炎愈溃, 以及调节结肠神经递质P物质(SP)、
血管活性肠肽(VIP)的作用机制.
方法: 用T N B S复制实验性大鼠结肠炎模型,
随机分为参青方高剂量组、参青方低剂量
组、美沙拉嗪组、模型Ⅰ组、模型Ⅱ组及正
常组, 每组各10只. 其中模型Ⅰ组于造模3 d时
处死, 其余5组均在3 d开始给药, 每日1次, 连
续给药7 d时处死. 取大鼠结肠病变部位标本,
检测结肠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髓
过氧化物酶(MPO)及丙二醛(MDA)含量; 免疫
组化染色法检测SP和VIP的表达.
结果: 模型Ⅰ组结肠黏膜MPO、MDA含量比
正常组增加(2.78±0.26 vs 0.56±0.20, 15.14
±2.02 vs 7.41±1.19, 均P <0.05), SOD含量减
少(84.15±6.27 vs 176.33±12.06, P <0.05); 与
模型Ⅱ组比较, 参青方高剂量组、参青方低
剂量组和美沙拉嗪组M P O、M D A含量明显
减少(1.03±0.23, 1.57±0.27, 1.59±0.12 vs
2.03±0.33; 8.30±1.27, 10.09±1.09, 10.46
±1.37 vs 14.38±1.84, 均P <0.05), SOD含量
增加(190.17±7.71, 178.90±8.59, 176.13±
9.50 vs 107.09±6.37, 均P <0.05). 正常组大
鼠结肠组织可见V I P、S P阳性表达, 与正常
组比较, 模型Ⅰ组大鼠结肠组织S P、V I P表
达减少(42 608.00±4823.37 vs 461 570.00±
18 227.7; 50 801.90±7698.09 vs 607 333.90
±34 166.35, 均P <0.05), 经治疗后, 参青方
高剂量组、参青方低剂量组和美沙拉嗪组
S P、V I P表达上调(302 253.10±11 484.92,
171 014.7±21 993.34, 158 355.10±13 855.66
v s 77 260.26±9375.49; 419 171.36±
23 267.98, 279 572.17±26 645.82, 282 438.50
±13 236.13 v s 111 838.85±9698.09, 均
P <0.05).
结论: 参青方能够上调结肠VIP和SP表达, 因
而具有调节肠道动力学的作用.

痛、腹泻、黏液脓血便、里急后重等为主要
症状, 以直、结肠黏膜及黏膜下层炎症和溃疡
形成为病理特点的一种慢性非特异性消化系疾
病. 大多研究侧重于异常免疫应答、炎症因子
等免疫发病机制为主的层面. 近年来, 肠道动力
学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关系得到医学界的重
视, 并逐渐成为U C发病机制研究的热点 [1]. 本
文对三硝基苯磺酸(trinitrobenzene sulfonic acid,
T N B S)诱导结肠炎大鼠结肠P物质(s u b s t a n c e
P, SP)、血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olypeptide, VIP)2种主要的肽能神经递质进行
了研究, 探讨其调节肠道动力作用的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清洁级健康S D大鼠60只, 体质量
180-200 g, 购自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
任公司. 随机分为6组, 即正常组、模型Ⅰ组、
模型Ⅱ组、美沙拉嗪组、参青方低剂量组、
参青方高剂量组, 每组10只. 参青方由青黛、
参三七、地榆等组成, 由上海家化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 美沙拉嗪肠溶片(m e s a l a z i n e,
-aminosalicylic acid, 5-ASA), 商品名惠迪, 由佳
木斯鹿伶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2, 4, 6-三硝
基苯磺酸(TNBS)为美国Sigma公司产品. 兔抗大
鼠VIP多克隆抗体, 购自美国Santa Cruz公司. 兔
抗大鼠SP多克隆抗体, 购自英国ABCAM公司.
髓过氧化酶(myoleperoxidase, MPO)、超氧化
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丙二醛
(malonaldehyde, MDA)测试盒均为南京建成生
物工程研究所产品.
1.2 方法
1.2.1 造模: 除正常组大鼠之外, 其余动物参考文
献制备TNBS诱导结肠炎大鼠模型[2]. 造模前将
大鼠禁食不禁水24 h后, ip氯胺酮2 mL/kg麻醉大
鼠, 用大鼠直灌胃针从肛门插入肠道深约8 cm,
向每只大鼠结肠内注入100 mg/kg浓度TNBS原
液0.4 mL+500 mL/L乙醇溶液0.25 mL, 然后注入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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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关报道

各组大鼠结肠组织MOP、SOD和MDA水平 (mean±SD, n = 6)

分组		

MPO(U/g)

正常组		
模型Ⅰ组		
模型Ⅱ组		

MDA(nmol/mg prot)

SOD(U/mg prot)

0.56±0.20

7.41±1.19

176.33±12.06

2.78±0.26a

15.14±2.02a

84.15±6.27a

2.03±0.33

a

14.38±1.84

a

107.09±6.37a

美沙拉嗪组

1.59±0.12

e

10.46±1.37

e

176.13±9.50e

参青方低剂量组

1.57±0.27e

10.09±1.09e

178.90±8.59e

参青方高剂量组

1.03±0.23

ce

8.30±1.27

ce

190.17±7.71ce

a

P <0.05 vs 正常组; cP <0.05 vs 参青方低剂量组; eP <0.05 vs 模型Ⅱ组.

约0.3 mL空气, 并用夹子夹住大鼠肛门约2 h. 造

像分析系统(上海申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分析

模后大鼠归笼, 自然清醒, 自由饮食.

切片免疫组化图像中阳性区域面积和吸光度值

1.2.2 给药: 于造模后3 d开始, 各组大鼠经肛

(A ), 并计算免疫组化指数(HIC-I). 免疫组化指数

门给药. 配置5 g/L的羧甲基纤维素钠(s o d i u m

= 阳性面积(Area+)×A , 从而描述或反应样本的

carboxymethylcellulose, CMC-Na)溶液. 各组给

阳性情况.

药剂量及浓度(W/V)如下: 美沙拉嗪组: 美沙拉

统计学处理 所有计量资料的数据均以

嗪肠溶片(5-ASA)临床成人用量为50 mg/(kg·d),

mean±SD表示, 各组数据进行正态检验及方差

大鼠给药剂量则按600 mg/(kg·d), 配成溶液浓度

齐性检验, 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

为60 g/L, 用CMC-Na溶液溶解, 下同. 参青方原

方差分析(analytic of variance, ANOVA)和LSD-

处方临床成人用量为45.2 g原料药每天, 按成人

t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t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P <0.05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体质量60 kg计算, 即每天原料药0.753 g/kg. 参青
方低剂量组: 剂量为1.2 g/(kg·d), 配成溶液浓度
为120 g/L. 参青方高剂量组: 剂量为2.4 g/(kg·d),

2 结果

配成溶液浓度为240 g/L. 给药体积为1 mL/100 g

2.1 光镜下结肠组织病理学改变 正常组大鼠结

体质量, 经肛门给药每天1次, 连续7 d. 正常组和

肠黏膜上皮完整、连续, 细胞与腺体排列规则,

模型Ⅱ组经肛门给予等体积的5 g/L CMC-Na.

黏膜、固有层内血管和纤维间质正常, 肌层无

1.2.3 标本采集: 模型Ⅰ组于3 d, 其余各组大鼠

异常; 模型Ⅰ组大鼠结肠黏膜出现广泛坏死、

于给药7 d(即造模处理10 d)后取材. 分离结肠,

糜烂、腺体结构紊乱, 可见溃疡及隐窝脓肿形

沿肠系膜纵轴剪开肠腔, 剪取距肛门8 cm左右病

成, 个别溃疡深达黏膜下层甚至肌层, 炎症细胞

变的结肠段, 纵向剖开冰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后

浸润全层, 并可见到淋巴滤泡及巨噬细胞. 模型

平展于过滤纸上, 一部分结肠组织经40 g/L的中

Ⅱ组仍有黏膜层糜烂, 黏膜及黏膜下层炎细胞

性甲醛溶液固定后, 常规脱水、浸蜡、透明、

浸润较前有所好转, 溃疡底部已见肉芽组织增

包埋, 4 μm厚度切片, 分别行常规HE染色和免疫

生, 部分糜烂黏膜表面已有上皮移行修复迹象.

组化染色. 其余部分结肠组织迅速置于液氮中,

参青方低剂量组和美沙拉嗪组可见程度不同的

然后转入-80℃冰箱保存, 留待行检测M P O、

黏膜上皮移行修复, 肉芽组织增生, 固有层中腺

MDA、SOD的含量检测.

体呈管状增粗, 可见散在淋巴细胞及巨噬细胞.

1.2.4 结肠组织病理形态学观察: 切片HE染色后

参青方高剂量组黏膜下层和肌层轻度水肿, 炎

以Olympus显微镜观察并拍照.

症细胞减少, 并见肉芽组织参与修补, 多数表面

1.2.5 结肠组织MOP、SOD和MDA水平的测定:

已出现上皮修复, 黏膜腺体恢复接近正常(图1).

测定方法按MPO、SOD和MDA试剂盒说明书

2.2 结肠组织MOP、SOD和MDA水平 与正常组

操作.

比较, 模型Ⅰ组及模型Ⅱ组大鼠病变结肠组织

1.2.6 免疫组化检测: 采用EnVision免疫组化染

MPO、MDA含量均明显升高, SOD含量均明显

色法(两步法), 操作过程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

减少,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0.05); 实验结束时,

行, 兔抗大鼠S P、V I P多克隆抗体稀释倍数为

与模型Ⅱ组比较, 参青方高剂量组、参青方低

1∶100. 每张切片分析3个视野, 采用IMS细胞图

剂量组和美沙拉嗪组的MPO、MDA含量均显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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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ura et al 研究
指出, 活动性UC
患者的VIP神经元
和SP神经元均减
少. 特别是在脓肿
周围, VIP神经原
几乎是缺如的, 而
在其未被累及的
黏膜中分部则没
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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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文采用免疫组
化染色法检测大
鼠结肠病变部位
SP、VIP的表达,
结果提示参青方
能够上调结肠VIP
和SP表达, 因而具
有调节肠道动力
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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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鼠结肠黏膜组织病理学改变(HE×200). A: 正常组; B: 模型Ⅰ组; C: 模型Ⅱ组; D: 美沙拉嗪组; E: 参青方低剂量组; F:
参青方高剂量组.

表 2

各组大鼠结肠组织SP、VIP免疫组化指数比较 (mean±SD)

n 		

分组		

SP(HIC-I)		

VIP(HIC-I)

正常组		

10

461  570.00±18  227.7

607  333.90±34  166.35

模型Ⅰ组		

10

42  608.00±4823.37a

50  801.90±7698.09a

9

a

模型Ⅱ组		
美沙拉嗪组

10

参青方低剂量组
参青方高剂量组

9
10

111  838.85±9698.09a

77  260.26±9375.49

e

282  438.50±13  236.13e

171  014.7±21  993.34e

279  572.17±26  645.82e

158  355.10±13  855.66

ce

302  253.10±11  484.92

419  171.36±23  267.98ce

a

P <0.05 vs 正常组; cP <0.05 vs 参青方低剂量组; eP <0.05 vs 模型Ⅱ组. 模型Ⅰ组和参青方低剂量组各死亡1

只大鼠, 对其进行解剖后均可见到明显的结肠粘连现象, 统计时去除.

著减少, SOD含量均显著增加(P <0.05); 但参青

VIP、SP表达高于参青方低剂量组和美沙拉嗪

方低剂量组与美沙拉嗪组比较, 两者差异无显

组(P <0.05); 但参青方低剂量组与美沙拉嗪组比

著性意义(P >0.05, 表1).

较, 两者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0.05, 表2).

2.3 结肠组织SP、VIP的免疫组化染色 免疫组
化染色显示: S P、V I P阳性产物为棕黄色或棕

3 讨论

褐色, 分布于正常组大鼠肠道黏膜层、黏膜下

UC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在我国有明显增加趋势[3],

层、肌层; 而在结肠炎大鼠的再生黏膜腺体、

其发病机制尚在研究中. 中性粒细胞、炎性介

溃疡边缘腺体及溃疡底部肉芽组织中表达明显

质是导致UC溃疡、糜烂的最直接因素. MPO是

减少. 通过分析免疫组化指数表明: 与正常组大

中性粒细胞中的一种酶, 在单核和巨噬细胞中

鼠比较, 模型Ⅰ组大鼠结肠组织VIP、SP表达明

也有少量存在, 故其含量的增高可以反映中性

显减少,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0.05); 实验结束

粒细胞在某一组织中的增高, 间接反映炎症在

时, 与模型Ⅱ组比较, 参青方高剂量组、参青方

组织中的存在. 因此, 凡是存在中性粒细胞浸润

低剂量组和美沙拉嗪组结肠组织VIP、SP表达

的组织都可以通过MPO活性测定来决定细胞浸

均显著增加(P <0.05); 参青方高剂量组结肠组织

润程度. 对于他的检测能较好地反映本病急性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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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期(致炎后1 wk内)中性粒细胞浸润情况, 作

改变的神经基础. Vento et al [13]在研究了UC患者

为评价本病的急慢性病理改变和炎症程度具有

中SP与生长相关蛋白243(GAP243)关系后发现,

重要意义[4]. 一些学者报道认为氧自由基(oxygen

UC患者中GAP243没有变化, 因为GAP243是与

free radicals, OFR)在UC发病过程中起者重要作

神经再生相关的, 可以反映神经再生的发生, 由

[5]

用 . 当OFR形成过量或抗氧化系统削弱, OFR

此推断U C患者S P的升高与肠神经元的再生没

可引起机体一系列损伤, 其中最重要的是触发

有明显关系, 亦即UC中没有明显的肠神经元再

细胞膜上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发生脂质过氧化的

生发生, 而SP的升高可能与SP的合成增多有关,

链式反应, 产生MDA等脂质过氧化物, 使组织损

过多的SP合成造成SP反应性神经纤维变得明显,

害进一步加重 [6]. 测定MDA含量不仅可间接反

这也解释了很多研究发现的U C患者中S P反应

映OFR生成的多少, 同时也是OFR触发生物膜脂

性神经纤维明显增多的结论. 也有研究[14]得出在

质过氧化反映的直接证据和膜结构受损程度的

严重UC患者肠道SP含量是下降的, 其机制可能

[7]

指标 . 而SOD是体内最重要的自由基-超氧阴

与血管活性肠肽下降机制类似, 由于疾病严重

离子自由基的天然清除剂, 可以保护细胞免受

期造成的黏膜神经受到很大破坏有关.

损伤. 检测SOD含量可以间接了解自由基在体
[8]

内的状况和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 .

本实验结果表明: 参青方治疗溃疡性结肠
炎的机制之一可能是降低结肠组织M P O含量,

肠肽能神经递质包括V I P、S P等. 他们能

增加肠道组织黏膜SOD含量, 清除氧自由基从

有效调节肠道免疫活性, 与UC的发病机制有一

而改善肠道黏膜损害. 在TNBS诱导大鼠结肠炎

定联系. VIP是一种含28个氨基酸残基的碱基多

模型中, 黏膜的神经元分布改变伴随着黏膜炎

肽, 在整个消化系肌间丛分布着V I P免疫反应

症损害. 由于神经肽是重要的免疫调节因子, 其

阳性胞体与纤维, 其主要作用是舒张胃肠平滑

改变可能引起结肠黏膜免疫功能的异常, 从而

肌、舒张血管和刺激腺体分泌. ICC与VIP神经

导致结肠黏膜损害及肠道动力学改变. 参青方

元连接紧密, 其细胞膜上发现有VIP-1和VIP-2受

可能通过消炎愈溃, 修复受损结肠黏膜, 改善病

体. SP为含11个氨基酸残基的直链多肽, 分布人

变部位神经递质VIP和SP表达, 从而调节肠动力.

体全身, 以胃肠道和中枢神经系统浓度最高. SP

参青方(青黛、参三七, 一见喜等)是口服结

为胃肠感觉和运动神经元的兴奋性递质, 其生

肠靶向制剂参青肠溶片的原料药, 是建立在龙

理作用为强烈促进消化系平滑肌收缩, 刺激小

华医院自制剂型清肠栓的良好疗效基础上, 继

肠、结肠黏膜分泌水和电解质等.

续以清热化湿、活血止血立法, 改进药物组成

以前研究已证实在炎症性肠病累及的肠段

配方, 研制中药口服pH依赖性结肠靶向定位释

中肠神经肽含量及其神经分布均有显著的变化,

放的新剂型. 他在回盲部崩解释放, 直接作用于

而这些改变都与病变结肠腺体和血管的固有层

靶器官, 既体现和提升了中医药治疗溃疡性结

的改变相关. Kimura et al 研究指出, 活动性UC

肠炎的简、便、廉、验特色, 又富有创新性, 具

患者的VIP神经元和SP神经元均减少. 特别是在

有良好的开发和产业化前景. 本实验对参青方

脓肿周围, VIP神经原几乎是缺如的, 而在其未

调节UC肠道动力学的机制进行初步研究, 为中

被累及的黏膜中分部则没有改变. Surrenti et al

医药治疗UC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9]

[10]

测定了中度及重度UC患者结肠直肠黏膜中VIP
的含量, 发现他明显减少, 而且VIP的减少与黏
膜炎症程度显著相关. Surrenti et al 推测, VIP的
下降是一个继发现象, 即继发于黏膜的炎症损
伤. Delgado et al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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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active region of aFGF
responsible for food intake by calculating nocturnal
food consumption to examine the efficacy of
periphe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active fragments.
METHODS: For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infuwww.wjgnet.com

sion, a guide cannula made of stainless steel
tubing was fixed into the third cerebral ventricle
one week before the experiments. Under no
anesthesia seven synthesized aFGF fragments
aFGF-(1-15), [D-Trp 6]–aFGF-(1-15), [desaminoPhe1.D-Trp6]–aFGF-(1-15), [desaminoPhe1.Lys
(ε-myristyl)16]–aFGF-(1-16), [Lys (ε-myristyl)16]aFGF-(1-16), [D-Trp 6 .Lys (ε-myristyl) 1 6 ]–
aFGF-(1-16) and [Ala 16] aFGF-(1-29) were injected into the third ventricle of rat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8:30 to 19:00. Powdered food in
the animal food boxes were weighed at 19:00,
22:00, and 7:00 for calculating food consumption
by rats in 3 hours and 12 hours. Then the two
active aFGF fragments aFGF-(1-15) and [Ala16]
aFGF-(1-29) were injected into the subcutaneous
tissue of rat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8:30 to
19:00, to calculate nocturnal food consumption.
RESULTS: For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infusion,
aFGF-(1-15) (per rat 200 ng) had no effect on the
feeding, while aFGF-(1-15) (per rat 400 ng) suppressed the food intake (3 h: 3.0 ± 0.2 vs 2.1 ± 0.2;
12 h: 18.5 ± 0.5 vs 16.1 ± 0.5, both P < 0.01). As for
[Ala16] aFGF-(1-29), not only per rat 200 ng (3 h:
4.9 ± 0.2 vs 3.4 ± 0.2; 12 h: 19.3 ± 1.2 vs 17.3 ± 1.1,
both P < 0.01) but also per rat 400 ng (3 h: 3.6 ±
0.1 vs 1.6 ± 0.2; 12 h: 19.9 ± 0.8 vs 16.4 ± 1.6, both
P < 0.01) suppressed the food intake. Other five
aFGF fragments had no effect on the feeding in
the dose of per rat 200 ng and per rat 400 ng. For
hypodermic injection, [Ala16] aFGF-(1-29) (300
mg/kg) suppressed the food intake (3 h: 3.9 ± 0.2
vs 2.1 ± 0.3; 12 h: 19.8 ± 0.5 vs 11.2 ± 0.8, both P <
0.01), while others had no effect.
CONCLUSION: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e
amino-terminal portion of aFGF is active in
food intake suppression. The replacement of
cysteine residue by alanine is important in some
amino-terminal aFGF fragments. Other aFGF
fragments, in which glycine at position 6 was
replaced with D-tryptophane, phenylalanine at
position 1 with desaminoPhe, and cysteine at
position 16 with Lys (ε-myristyl) has no effect on
nocturnal feeding in rats. Peripheral administra-

■背景资料

研究已经清楚酸
性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aFGF)与
各种由中胚层发
生来的细胞的分
化和增殖密切相
关, 同时他们在
中枢神经系统及
外周的其他作用
也非常引人注目,
包括神经元的损
伤保护、抑制摄
食、在缺血等情
况下对心肝肾等
重要脏器细胞的
保护作用和抗衰
老, 增强记忆等.
aFGF的众多的生
物活性, 展现了该
物质是一个具有
广泛临床开发使
用前景的生物活
性因子.

■同行评议者

刘海林, 主任医
师,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消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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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aFGF具有广泛的
生物活性, 有望开
发成药物用于临
床, 但aFGF分子
量较大, 合成复
杂, 易产生不良反
应. 故目前希望寻
找其具有生物活
性的分子片段来
取代整个分子用
于开发使用. 但关
于其分子中有效
的生物活性部位
的不明点还很多.
aFGF的氨基酸序
列与其特异的生
物活性相关, 但其
详细的构造-活性
相互关系还不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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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one fragment is also effective on nocturnal feeding in rats.
Key Words: Acid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ragments;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injection; Hypodermic injection; Rat; Nocturnal feeding
Zhao YJ, Li XL, Lin L, Aou S, Oomura Y. Effects of acid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ragments on nocturnal feeding in
rats by intracerebroventricular and hypodermic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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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测定大鼠摄食量的变化来鉴定aFGF分
子中具有调节摄食行为的活性部位, 并进一步
经皮下注射有活性的片段, 观察对大鼠夜间摄
食的影响, 以此确定该活性片段外周给药的有
效性.
方法: 将设计好的七种aFGF分子片
段a F G F-(1-15), [D-T r p 6 ]-a F G F-(1-15),
[ d e s a m i n o P h e 1. D - T r p 6] - a F G F - ( 1 - 1 5 ) ,
[desaminoPhe1.Lys(ε-myristyl)16]-aFGF-(1-16),
[Lys(ε-myristyl)16]-aFGF-(1-16), [D-Trp6.Lys(εmyristyl)16]-aFGF-(1-16)及[Ala16] aFGF-(1-29),
在无麻醉下于18:30-19:00从第三脑室留置的
不锈钢导管微量注射, 然后在19:00, 22:00及
07:00的时间点测定饲料箱内粉末饲料, 分别
计算3 h(19:00-22:00)及12 h(19:00-7:00)的摄食
量. 然后将发现具有生物活性的aFGF-(1-15)
及[Ala16]aFGF-(1-29)两个片段经皮下注射给
药, 测定夜间摄食量.
结果: aFGF-(1-15)以每只大鼠200 ng脑室内
给与后对摄食没有影响, 以每只大鼠400 n g
脑室内给与后减少了大鼠的夜间摄食量(3 h:
3.0±0.2 vs 2.1±0.2; 12 h: 18.5±0.5 vs 16.1
±0.5, P <0.01); [Ala16]aFGF-(1-29)经脑室内
投与, 无论是在每只大鼠200 n g(3 h: 4.9±
0.2 vs 3.4±0.2; 12 h: 19.3±1.2 vs 17.3±1.1,
P <0.01); 还是每只大鼠400 ng给药均减少了
大鼠的夜间摄食量(3 h: 3.6±0.1 vs 1.6±0.2;
12 h: 19.9±0.8 vs 16.4±1.6, P <0.01), 并且与
aFGF-(1-15)相比, [Ala16] aFGF-(1-29)抑制摄
食作用更明显; 其余五种aFGF片段脑室内注
射无论每只大鼠200 n g还是在每只大鼠400
ng, 对大鼠夜间摄食均没有影响. aFGF-(1-15)
和[Ala16]aFGF-(1-29)以80、100、300 μg/kg
大鼠皮下注射, 其中仅[Ala16]aFGF-(1-29), 300
μg/kg皮下注射减少了大鼠的夜间摄食量(3 h:
3.9±0.2 vs 2.1±0.3; 12 h: 19.8±0.5 vs 11.2±
0.8, P <0.01), 其余种类和剂量对大鼠夜间摄食
均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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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aFGF氨基酸序列的N末端及用丙氨酸代
替aFGF氨基末端中半胱氨酸残基对摄食调节
发挥重要作用. 而第6位甘氨酸被右旋-色氨酸
替代, 第1位苯丙氨酸去氨基, 第16位半胱氨
酸被赖氨酸(ε-十四烷基)所代替, 均没有摄食
调节活性. 部分活性片段外周给药同样可以
发挥其生物活性.
关键词: 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片段; 脑室内注
射; 皮下注射; 大鼠; 夜间摄食
赵艳军, 李学良, 林琳, 粟生修司, 大村裕. 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
因子片段脑室内及皮下注射对大鼠夜间摄食的影响. 世界华人
消化杂志 2009; 17(3): 259-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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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FGF)于1974年在牛脑和脑垂体中被发现, FGF
家族的每个成员都有一个140个氨基酸的中轴,
该中轴在不同的成员间有高度的同源性, 中轴
折叠成12条逆向平行的β链, 他们又形成圆柱状
的结构, 两端由更多变的氨基末端和羧基末端
封闭. 在这些FGF家族当中被研究最多的要数有
140个和146个氨基酸序列组成的aFGF及bFGF,
分子质量约为16 000 Da, 两者具有55%的同源
性 [1]. 已经清楚a F G F及b F G F与各种由中胚层
发生来的细胞的分化和增殖密切相关, 他们在
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非常引人注目, 但是关于
其有效的生物活性部位的不明点还很多. 关于
aFGF, 最初由Thomas于1984年从牛脑中分离纯
化得到, 研究已经发现, 其N末端的1-15片段与
全分子同样对海马神经元的长期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具有促进作用[2], 该发现反映了
aFGF的氨基酸序列与其特异的生物活性相关,
但其详细的构造-活性相互关系还不清楚. 本研
究是在大鼠的第三脑室投与七种aFGF片段, 以
此鉴定aFGF具有调节摄食行为的活性部位, 并
进一步经sc有活性的片段, 通过观察对大鼠夜间
摄食的影响来研究该活性片段外周给药的有效
性, 为开发该物质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Wistar大鼠162只, 体质量250-300 g,
在明暗各12 h(07:00-19:00)周期, 22±2℃的室温
环境, 1个笼中饲育1只. 饲料(研成碎沫状)和水
18:30-19:00时间以外自由给予. 大鼠及饲料购自
河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大鼠脑立体定位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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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为淮北正华生物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产品, 微

烯管(长30 m m)的一端与注射用插管相连, 另

量注射器为上海光正医疗仪器有限公司产品,

一端装上微计量注射器. 在注入药物前拔掉带

aFGF片段由日本大阪肽研究所协助合成.

聚乙烯帽的不锈钢制导丝, 将注射用插管插入

1.2 方法

置入第三脑室的不锈钢导管内, 将10 μL溶液用

1.2.1 第三脑室置管术: 在戊巴比妥钠麻醉下(40

微量注射器缓慢注入, 注射时间不少于10 min.

mg/kg, 腹腔内注射), 将大鼠固定在脑立体定位

然后在19:00, 22:00及07:00的时间点测定饲料

[3]

仪上, 根据大鼠脑图 , 从十字缝后方0.2 mm, 深

箱内粉末饲料, 分别计算3 h(19:00-22:00)及12

7.5-8.0 mm, 在正中位颅盖骨上打开直径约2 mm

h(19:00-7:00)的摄食量.

的洞, 以不锈钢导管插入(长18.0 mm, 外径0.64

1.2.5 脑室内注射组织学监测: 实验结束后, 用过

mm, 内经0.39 mm)留置; 用带聚乙烯帽的不锈

量的戊巴比妥钠深麻醉大鼠, 20 g/L的美蓝溶液

钢制导丝(长17 mm, 直径0.33 mm), 插入已经置

溶于0.5 mL生理盐水中, 用与前述注射药物同样

入的不锈钢导管内用以封闭导管. 另外用两个

的方法注入第三脑室内. 然后用40 g/L的中性甲

不锈钢制的螺钉固定在置入导管两侧的头骨上,

醛溶液(100 mL), 经左心室灌流后, 取出脑组织,

用牙科黏合剂与导管固定. 手术后动物自由恢

再在40 g/L的中性甲醛溶液中固定1 d以上, 作前

复1 wk.

额断面的连续冰冻切片(50 μm), 在显微镜下确

1.2.2 药物: 为了寻找生物活性最强的N端的

认插入管头端的位置. 并同时满足: (1)药物投与

aFGF片段, 本实验设计了以下七种aFGF片段:

前除去带聚乙烯帽的不锈钢制导丝时, 脑脊液

6

(1)aFGF-(1-15): aFGF的1-15片段; (2)[D-Trp ]-

由置入第三脑室的不锈钢导管溢出; (2)20 g/L的

a F G F-(1-15): 将a F G F-(1-15)片段中的第6位

美蓝溶液注入后脑室的全部内壁均染色; (3)脑

1

甘氨酸以右旋-色氨酸替换; (3)[desaminoPhe .
6

D-Trp ]-aFGF-(1-15): 将aFGF-(1-15)片段中第
1位苯丙氨酸去氨基, 第6位甘氨酸以右旋-色

内无明显的出血或炎症. 满足以上三个标准的
大鼠的数据作为有效数据, 不合格的予以剔除.
统计学处理 所有的测定值均以mean±SD

氨酸替换; (4)[desaminoPhe .Lys(ε-myristyl) ]-

表示, 统计学方法采用配对t 检验和方差分析,

aFGF-(1-15): 将aFGF-(1-15)片段中第1位苯丙

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16

氨酸去氨基, 第16位半胱氨酸以赖氨酸(ε-十四
烷基)替换; (5)[desaminoPhe1.Lys(ε-myristyl)16]a F G F-(1-16): 将a F G F-(1-16)片段中第1位苯
丙氨酸去氨基, 第16位半胱氨酸以赖氨酸(ε十四烷基)替换; (6)[D-Trp6.Lys(ε-myristyl)16]aFGF-(1-16): 将aFGF-(1-16)片段中的第6位甘氨
酸以右旋-色氨酸替换, 第16位半胱氨酸以赖氨
16

酸(ε-十四烷基)替换; (7)[Ala ]-aFGF-(1-29): 将
aFGF-(1-29)片段中的第16位半胱氨酸残基用丙

2 结果
2.1 aFGF-(1-15)和[Ala16]-aFGF-(1-29)脑室内给
药对于大鼠夜间摄食的影响 在全部aFGF片段
中, aFGF-(1-15)以每只大鼠200 ng(n = 6)脑室内
给予后对摄食没有影响; 而给与每只大鼠400 ng
脑室内注射后, 3 h及12 h摄食量均明显减少, 与
给药的前1 d相比, 其摄食量分别从3.0±0.2 g减
少为2.1±0.2 g(P <0.01, n = 6)和18.5±0.5 g减

氨酸替换, 所有片段均委托日本大阪肽研究所

少为16.1±0.5 g(P <0.01, n = 6)(图1A). [Ala16]-

合成. aFGF片段均溶于含1 g/L牛血清白蛋白的

aFGF-(1-29)组在每只大鼠200 ng脑室内给药后,

人工脑脊液中.

最初3 h的平均摄食量从4.9±0.2 g减少为3.4±

1.2.3 分组及给药: 将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0.2 g(P <0.01, n = 6), 12 h平均摄食量从19.3±1.2

aFGF片段组. 在脑室内注射时, 将全部aFGF片

g减少为17.3±1.1g(P <0.01, n = 6); 在每只大鼠

段设每只大鼠200、400 ng两个剂量组, 皮下注

400 ng给药后, 最初3 h的平均摄食量从3.6±0.1

射时, 设80、100、300 μg/kg三个剂量组. 分别n

g减少为1.6±0.2 g(P <0.01, n = 6), 12 h平均摄食

= 6, 对照组用同样操作方法, 脑室内注入等量10

量从19.9±0.8 g减少为16.4±1.6 g(P <0.01, n =

μL生理盐水或sc 0.2 mL等量生理盐水.

6)(图1B). 对照组脑室内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对大

1.2.4 药物投于方法及摄食量测定: 脑室内注射

鼠夜间摄食没有影响(n = 6).

前, 连续测定3 d的摄食量, 在确认安定基础摄

2.2 脑室内给药对于大鼠夜间摄食的影响 无论

食量的状况下, 在无麻醉下18:30-19:00从第三

是在每只大鼠200 ng给药, 还是在每只大鼠400

脑室或sc给与aFGF片段. 脑室内给药时, 聚乙

ng给药, [D-Trp6]-aFGF-(1-15), [desaminoPhe1.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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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研究中首次设
计了七种aFGF片
段, 采用中枢给
药方式, 通过测
定其对大鼠摄食
量的影响来鉴定
aFGF分子中的活
性部位, 发现了
与aFGF大分子具
有同样或相近生
物活性的N端的
aFGF片段, 同时
进一步证明了部
分活性片段外周
给药同样可以发
挥其生物学活性,
并对其活性-构造
关系进行了初步
的阐述. 为进一步
研究开发aFGF的
临床应用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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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前1 d
注射当天
b

12 h

对照组

b

200

A

400 ng/rat
B
b
b

12 h

对照组

夜间摄食量(g)

A

夜间摄食量(g)

b

200

400 ng/rat

图 1 脑室内给药对于大鼠夜间摄食的影响. A: aFGF(1-15); B: [Ala16]aFGF-(1-29). bP <0.01 vs 注射前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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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r p 6]-a F G F-(1-15, [d e s a m i n o P h e 1.Ly s(εmyristyl) ]-aFGF-(1-16), [Lys(ε-myristyl) ]-

0.0

a F G F-(1-16), [D-T r p 6 .Ly s(ε-m y r i s t y l) 16 ]-

-0.5

aFGF-(1-16)这5种aFGF片段脑室内给药对摄食

-1.0

均没有影响(表1).

-1.5

16

16

16

2.3 aFGF-(1-15)和[Ala ]-aFGF-(1-29)皮下注射
给药对于大鼠夜间摄食的影响 为将来开发该细
胞因子片段的临床应用奠定基础, 将aFGF-(1-15)
和[Ala16]-aFGF-(1-29)采用皮下注射的方式给药,
来观察他们对于大鼠夜间摄食的影响. 两种细胞
因子片段无论是80 μg/kg还是100 μg/kg皮下注
射给药, 对于大鼠3 h的摄食量和12 h的摄食量均
没有影响(n = 6); 而加大给药剂量, 在300 μg/kg
给药浓度下, 与前1 d相比, aFGF-(1-15)组对大鼠
的夜间摄食依然没有影响(n = 6)(图2A); [Ala16]aFGF-(1-29)组最初3 h的平均摄食量从3.9±0.2 g
减少为2.1±0.3 g(P <0.01, n = 6), 12 h平均摄食量
从19.8±0.5 g减少为11.2±0.8 g(P <0.01, n = 6)(图
2B). 对照组sc等量生理盐水对大鼠夜间摄食没
有影响(n = 6).
2.4 [Ala16]-aFGF-(1-29)与aFGF-(1-15)对于大鼠
夜间摄食作用比较 分别计算相同脑室给药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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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前1 d

注射当天

12 h

80

对照组
3h

100

300 mg/kg

b

12 h
b

80

对照组

100

300 mg/kg

图 2 皮下注射给药对于大鼠夜间摄食的影响. A: aFGF(1-15); B: [Ala16]aFGF-(1-29). bP <0.01 vs 注射前1 d.

夜间摄食减少量(g)

本研究发现部分
aFGF片段具有与
aFGF大分子相同
或相近的生物活
性, 由于其分子结
构较aFGF简单,
分子量小, 更容易
合成, 成本更低;
在给予生物体用
药时更易被吸收
利用、不良反应
大大减少, 具有较
好的临床应用前
景.

夜间摄食量(g)

■应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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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3

12

b

-2.0
b

-2.5
-3.0

b

-3.5
-4.0
-4.5

对照组
aFGF1-15
[A1a16]aFGF1-29

b

图 3 [Ala16]aFGF-(1-29)与aFGF-(1-15)脑室内给药(每只大
鼠400 ng)对大鼠夜间摄食作用比较. bP <0.01 vs 对照组.

aFGF-(1-15)前1 d与给药当日3 h摄食量的差值
为0.9±0.3g, [Ala16]aFGF-(1-29)为2.0±0.2 g, 两
组比较P <0.01; 再比较两种片段前一日与给药
当日12 h摄食量的差值2.4±0.7 g和3.5±0.8 g,

P <0.01(图3).
3 讨论

量下, aFGF-(1-15)与[Ala ]-aFGF-(1-29)以及

研究已经发现, 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aFGF)

对照组前一日与给药当日3、12 h摄食量的差

除具有促进成纤维细胞生长作用外, 尚有很多

值, 采用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 aFGF-(1-15),

中枢及外周的生理活性. 包括(1)作用于下丘脑

[A l a ]-a F G F-(1-29)与对照组比较, 均有统计

的摄食中枢调节摄食[4-5]; (2)通过中枢和外周作

学意义(P <0.01). 在每只大鼠400 n g给药剂量,

用调节交感神经活动[5-6]; (3)在缺血等应激状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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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名词解释

五种aFGF片段脑室内注射(ng/rat)对大鼠夜间摄食(g)的影响

时间		

A

B		

C		

D		

E

200

400

200

400

200

400

200

400

200

400

前1 d

3.6±0.2

3.3±0.4

4.6±0.3

3.6±0.2

3.1±0.2

3.8±0.2

4.4±0.1

3.4±0.3

3.9±0.4

3.2±0.3

当天

3.5±0.1

3.4±0.2

4.8±0.2

3.5±0.1

3.3±0.2

4.0±0.1

4.2±0.2

3.7±0.2

4.0±0.1

3.5±0.2

3h

12 h
前1 d

19.4±0.5 18.6±0.6 19.0±0.7 18.7±0.3 17.9±0.8 19.5±0.7 19.3±0.8 18.1±0.9 18.5±1.1 17.8±1.0

当天

18.8±0.7 18.9±0.4 19.8±0.9 18.3±0.5 18.5±1.0 19.8±0.5 18.7±0.7 18.8±0.6 17.9±0.7 18.5±0.6

A: [D-Trp6]-aFGF-(1-15); B: [desaminoPhe1.D-Trp6]-aFGF-(1-15); C: [desaminoPhe1.Lys(ε-myristyl)16]-aFGF-(1-16); D: [Lys
(ε-myristyl)16]-aFGF-(1-16); E: [D-Trp6.Lys(ε-myristyl)16]-aFGF-(1-16).

下, 使组织细胞减少或免受伤害, 并促进损伤后
[7-9]

酸残基的影响. 因为考虑到分子间二硫键的形

. 但aFGF分子质量较大, 合

成, 我们用丙氨酸代替16位的半胱氨酸残基, 这

成复杂, 价格昂贵, 且易产生不良反应, 这些限

是考虑到两种氨基酸均为一氨基一羧基结构,

制了其临床应用前景. 为了寻找具有同样生物

在结构上接近, 等电点也相对接近, 加之丙氨酸

活性的N端的aFGF片段, 在本研究中设计了7种

为小分子氨基酸, 对肽的空间结构影响不大. 结

aFGF片段, 通过给大鼠脑室内注射后测定摄食

果[Ala16]-aFGF(1-29)经脑室内投与, 无论是在每

量变化的方法了解其生物活性. 在发现了aFGF

只大鼠200ng还是在每只大鼠400 ng均减少了大

活性片段后, 为了将来可能开发该细胞因子片

鼠的夜间摄食量. 且与aFGF-(1-15)相比, 无论是

段作为临床应用, 进一步采用皮下注射的方式

3 h还是12 h, [Ala16]-aFGF(1-29)抑制大鼠的夜

来观察aFGF-(1-15)和[Ala16]aFGF-(1-29)两种有

间摄食作用更明显. 该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设想

活性的细胞因子片段对于大鼠夜间摄食的影响.

即用其他氨基酸残基代替aFGF片段中易参与形

细胞再生等功能

Sasaki et al

[10]

的研究显示, aFGF的C端aFGF-

成分子间二硫键的第16位的半胱氨酸残基, 比

(114-140)没有摄食抑制活性, N端aFGF-(1-15)

如丙氨酸, 避免了可能的二硫键形成, 从而使得

抑制大鼠的夜间摄食, 但在相同摩尔浓度下,

该分子片段显示了其生物活性. 如前所述, 根据

其效果只有aFGF的1/200; 相反, 更长的N端片

Sasaki et al 的研究结果, aFGF-(1-15)的作用效果

段a F G F-(1-20)和a F G F-(1-29), 对大鼠的夜间

为其全氨基酸分子的1/200, 我们设想可能aFGF

摄食没有影响. 本研究显示把aFGF N端aFGF-

的生物活性强度与其分子中氨基酸数量在一定

(1-15)(每只大鼠200 ng)在脑室内投与后, 对大鼠

程度上存在正比例关系, 且[Ala16]-aFGF(1-29)

的夜间摄食没有影响; 而把aFGF-(1-15)(每只大

片段较长, 可能含有肝素结合的基本位点, 而肝

鼠400 ng)在脑室内投与后, 大鼠的3 h摄食量12 h

素是一类糖胺聚糖, 可增加aFGF的稳定性, 防止

摄食量均减少了, 与Sasaki et al 的实验结果一致.

aFGF被热、极端pH变性及蛋白酶水解. 所以在

上述结果显示, aFGF氨基末端aFGF-(1-15)可能

本研究中29个氨基酸的片段较15个氨基酸的片

是具有抑制大鼠夜间摄食活性的细胞因子片段.

段显示了更强的摄食抑制作用.

[11]

有研究结果 显示aFGF的第7-13位氨基酸序列

为了寻找摄食抑制作用更强的N端的aFGF

NYKKPKL为核转运序列, 我们设想aFGF-(1-15)

片段, 并提高其生物利用度, 增加其稳定性, 防

具有抑制摄食活性可能与该结构相关.

止其被代谢, 我们将第1位苯丙氨酸去氨基, 第6

aFGF有两个保守的半胱氨酸残基, 分别位

位非极性疏水甘氨酸被极性中性氨基酸右旋-色

于第16位和第83位, 这个半胱氨酸残基参与形

氨酸替代, 第16位半胱氨酸被赖氨酸所替代, 并

[10]

. 人

将赖氨酸以ε-十四烷基进行化学修饰, 使其无碱

型的aFGF, 由于形成了二硫键, 导致对于Balb/c

性, 共合成五种aFGF片段, 采用脑室给药进行观

成分子间二硫键, 从而造成构象的改变
3T3细胞的促分裂作用消失

[12]

. 这提示更长的N

察, 发现对大鼠的夜间摄食均没有影响, 提示这

端片段aFGF-(1-20)和aFGF-(1-29), 对大鼠的夜

些分子结构的改变所形成的新的aFGF分子片段

间摄食没有影响的原因可能是第16位的半胱氨

并没有生物活性. 分析原因可能是第1位苯丙氨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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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纤维细胞生
长因子: 是一个
蛋白质家族, 因其
对BALB/c3T3等
成纤维细胞有强
烈的增殖作用而
得名. 现发现至少
已有23个成员, 即
FGFl-FGF23, 在
这些FGF家族当
中被研究最多的
要数有140个和
146个氨基酸序
列组成的aFGF及
bFGF, 两者具有
55%的同源性.
2 酸性成纤维细
胞生长因子: 是
FGF家族中的重
要成员. 由Thomas
于1984年从牛脑
中分离纯化得到.
aFGF可促进组织
细胞分裂、增殖,
还具有在缺血再
灌注等应急状态
下对神经元、心
脏、肾脏等重要
器官的损伤保护
和修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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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内容新颖, 设
计合理, 结果可
靠, 学术价值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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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去氨基而变成酸性, 导致等电点变低; 第6位
甘氨酸被右旋-色氨酸替代, 色氨酸有杂环, 为大
分子氨基酸, 易造成肽的空间结构错位, 加之右
旋-色氨酸为非天然氨基酸没有活性, 从而造成

3
4

合成的分子片段没有生物活性; 第16位半胱氨
酸被赖氨酸(ε-十四烷基)所替代, 可能是所带侧
链ε-十四烷基, 影响末端羧基发挥作用, 从而影
响了其生物学活性作用. 这说明aFGF分子结构
和其生物活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 仍

5

6

有很多未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进一步的皮下注射给药[Ala16]-aFGF(1-29)
同样抑制了大鼠的夜间摄食, Cuevas et al

[13]

7

的

研究结果显示, a F G F外周给药可以透过血脑
屏障对缺血所致的海马神经元损伤起保护作

8

用. 我们的结果提示aFGF片段外周给药起到与
中枢给药同样的生理作用. 在此过程中, aFGF

9

片段是否通过未知的外周机制影响了摄食, 目
前尚没有证据. 而aFGF-(1-15)皮下注射对大鼠
的夜间摄食却没有影响, 可能由于他的作用较
[Ala16]aFGF-(1-29)弱, 而我们使用的剂量没有达

10

到足够大有关.
总之, 本研究显示, aFGF氨基酸序列的N末
端及用丙氨酸代替aFGF氨基末端中半胱氨酸残

11

基所形成的新的aFGF片段具有摄食调节生物活
性, 且部分新的活性片段外周给药同样可以发
挥其生物学活性. 这些结果为进一步开发aFGF

12

的临床应用展现了一个良好的前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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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nucleartranscription factor-κB (NF-κB)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HCC.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used to
detect NF-κB expression in 35 HCC tissues and
in their corresponding non-cancerous tissues.
www.wjgnet.com

Liver HBV-DNA was detected by in situ molecular hybridization techniqu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F-κB expression and HBV replication,
and clinical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as analyzed. Fisher’s exact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numeration data, and rank sum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anked data.
RESULTS: The positive NF-κB material was
brown granule-like stained substance, the NFκB with dot-nest-like staining was localized in
nucleus and cytoplasm in HCC, and only in cytoplasm in its surrounding tissues. Its expression
in HCC was well-distributed and stronger than
its surrounding tissues. The incidence of NF-κB
positive expression was 100% in HCC tissues,
and 68.6% in its surrounding tissues, respective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Fisher's exact = 0.000). No positive relationship presented itself between NF-κB
expression and hist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grading, the number of tumor, the size of tumor or
the level of AFP and AL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NF-κB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BV-DNApositive HCC group than that in HBV-DNAnegative ones (t = 4.7347, P = 0.000).

■背景资料

HCC是全球最常
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 每年有50余万
新发病例, 其中一
半在中国. HCC
发生发展具多病
因、多中心和多
阶段特征, 肝炎病
毒感染引起肝脏
慢性炎症是其主
要发病背景.

CONCLUSION: The overexpression of hepatic
NF-κB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CC, and it could be a
marker for early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HCC.
Key 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Nucleartranscription factor-κB; Immunohistochemistry
Wang YL, Yao DF, Wu W, Yu HB, Sai WL, Qian J, Li SS,
Bian YZ. Nuclear-transcription factor-κB expression and
HBV replication and their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265-269

摘要
目的: 探讨核转录因子(NF)-κB在HBV相关肝
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病理学关系.
方法: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分别检测35例

■同行评议者

谭学瑞, 教授, 汕
大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院长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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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NF-κB是一种具
有广泛生物活性
的核转录因子, 作
为细胞内信号传
递的一个枢纽参
与了多种肿瘤的
形成, 在慢性炎症
所致的HCC中起
了桥梁作用, NFκB信号通路近年
来已成为HCC防
治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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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灶组及其自身对照的非癌组NF-κB的表
达; 以生物素标记的HBV DNA探针检测肝癌
组织中HBV DNA, 并分析NF-κB表达与HBV
复制及其临床病理学特征之间的关系. 计数资
料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处理, 等级资料用秩和
检验处理.

大学附属医院原发性肝癌患者(男49例, 女16例)

结果: N F-κ B阳性表达物呈棕黄色颗粒状染
色, 癌组织中NF-κB呈点灶状表达, 定位于胞
质和细胞核; 而癌周组织NF-κB主要在胞质表
达, 细胞核未见阳性表达. 癌组织NF-κB表达
强度明显高于癌周组织; 癌组织N F-κ B表达
阳性率为100%, 癌周组织为68.6%, 二者差异
显著(Fisher's exact = 0.000). 肝癌组织中NFκB的表达强度与肿瘤分化程度、肿瘤数目、
肿瘤直径等临床病理学特征无关. HBV DNA
阳性肝癌组织中NF-κB比浓度显著高于HBV
DNA阴性组(t = 4.7347, P = 0.0000).

例), 肝癌患者年龄范围在35-69岁, 平均年龄50.9

术后新鲜肝脏组织, 分别留取肝癌切除后的癌灶
组织、癌周组织(距癌灶边缘5 cm)各35份(每份
约200 mg), 除部分作组织病理学检查外, 其余组
织置-85℃保存备用. 35份标本中肝癌肿块直径
≥5 cm有7例, <5 cm有28例(其中<3.0 cm肝癌17
±9.8岁. 标本经组织病理学(HE染色)证实其类
型均为肝细胞肝癌, 其中高分化、中分化和低分
化分别为7例、22例及6例; 肿瘤单发者30例, ≥2
个者5例. 所有病例均有完整随访资料, 按全国肝
癌防治协作组制定的标准核实诊断.
1.2 方法
1.2.1 肝组织匀浆制备和核蛋白提取: 取新鲜肝
组织50 mg, 剪成碎片置于经高压灭菌的匀浆器
中, 按细胞核蛋白与细胞质蛋白抽提试剂(碧云
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使用说明进行核蛋白提

结论: 肝癌组织NF-κB过表达与HBV相关肝
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可作为肝癌早期诊
断及预后判断的标志.
关键词: 肝细胞癌; 核转录因子-κB; 免疫组织化学

取.方法主要为: 加入适当量的组织匀浆液(由细
胞质蛋白抽提试剂A、B和PMSF按一定比例配
制而成), 冰浴中充分匀浆, 离心后移去上清(部
分浆蛋白), 再加入含有PMSF的细胞质蛋白抽
提试剂A, 震荡和冰浴后加入试剂B, 再次震荡冰

王以浪, 姚登福, 吴玮, 于洪波, 赛文莉, 钱静, 李姗姗, 卞银珠.
肝癌组织核转录因子-κ B表达与H B V复制及其临床病理学特

浴, 离心后移上清(浆蛋白), 此时加入含有PMSF

征.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 265-269

的核蛋白提取试剂, 经反复震荡冰浴30 min后,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265.asp

离心吸取上清(即核蛋白), 置于-85℃冰箱保存
备用.

0 引言
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transcription factor-κB, NFκB)是首先在B细胞中发现的一种能与免疫球蛋
白κ轻链增强子B区特异性结合的蛋白因子, 后
证实其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内, 能与多种细胞基
因启动子或增强子特定位点结合而促进基因转
录、表达[1]. 持续肝炎病毒感染导致肝脏慢性炎
症是原发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的
■相关报道

Beg et al 报道HBV
X基因编码的X蛋
与NF-κB在细胞
内定位有关, 其激
活肝细胞中NFκB信号途径的上
游激酶, 通过激酶
的级联反应, 使
IκBα磷酸化并降
解, 细胞质中解离
的NF-κB移位入
核内使转录功能,
X蛋白对NF-κB的
激活可能是HBV
感染诱发HCC的
主要原因之一.

主要发病背景, 炎症介质和病毒癌基因可使NFκB异常活化, 活化的NF-κB进入细胞核内调节靶
基因表达, 抑制肝细胞凋亡, 促进肝细胞转化, 在
肝细胞炎症与癌变间起桥梁作用[2]. 肝癌组织中
NF-κB高表达, 其参与癌症的启动、发生及发展
过程, 但肝癌中NF-κB表达临床病理学特征尚不
清楚[3]. 本研究按自身配对法留取肝癌术后癌灶
和癌周组织, 分析了组织中NF-κB表达、胞内分

1.2.2 肝组织总RNA制备: 取新鲜肝组织50 mg,
剪成碎片于RNAlater液中, 4℃过夜去除上层液
体, 置于经0.1% D E P C水处理的匀浆器中, 加
入TRIzol试剂(Gibco, USA)2 mL, 冰上匀浆肝
组织后, 吸1.5 mL匀浆液至离心管中, 室温静置
3-5 min; 加入氯仿, 激烈振荡混匀; 于4℃ 12 000
r/min, 离心15 min; 小心吸出上层水相于另一
离心管中, 加入异丙醇; -20℃沉淀30 min; 4℃
12 000 r/min, 离心10 min; 小心弃上清; 沉淀中
加入750 mL/L乙醇, 4℃ 12 000 r/min, 离心10
min; 重复洗涤1次; 去上清, 稍微晾干, 加入适当
体积(30 μL)无核酸酶水, 充分溶解. 在UV2201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上测定A 260和A 280值, 比率在
1.9-2.1之间.
1.2.3 肝组织NF-κB定量方法: 肝组织核蛋白以
BCA法测定. NF-κB活性测定按Trans AM(Active

布与HBV DNA复制及其临床病理特征.

Motif提供)说明书进行.其方法: 每孔加结合缓冲

1 材料和方法

解液(CLB)20 μL. 阳性对照孔中加2.5 μg Jurkat

1.1 材料 于2005-2008年按自身配对法收取南通

核提取物并稀释到20 μL CLB中, 空白孔中加

液30 μL和10 μL细胞核蛋白提取液, 并加细胞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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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 1 肝组织NFκB表达(SP×200). A:
肝癌; B: 癌周.

B

CLB液20 μL. 标准孔中依次加20 μL重组蛋白

≥10%作为阳性判断标准, 进而根据阳性细胞百

质P50或P65, 封板后置于震荡培养箱中室温孵

分率分为NF-κB表达弱阳性(+): 阳性细胞数为

育1 h. 每孔以洗涤液200 μL洗3次. 然后加入100

10%-25%; NF-κB表达阳性(++): 阳性细胞数为

μL稀释的NF-κB抗体, 封板后置室温孵育1 h, 再

26%-75%; NF-κB表达强阳性(+++): 阳性细胞数

以洗涤液200 μL洗3次. 每孔加100 μL HRP结合

>75%.

的抗体, 封板后置室温震荡1 h, 以洗涤液200 μL

统计学处理 人肝癌组织分为癌灶组与自身

洗4次. 每孔加100 μL显色剂, 室温置2-10 min,

对照的癌周组进行比较.以Stata7.0统计软件进

加终止液100 μL, 于450 nm处测定其吸光度值

行分析, 计数资料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和处

(A 450), 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出蛋白浓度.

理, 等级资料用秩和检验分析和处理, 以P <0.05

1.2.4 肝组织HBV DNA检测: 取肝癌的癌灶及癌

表示差异具有显著性.

旁组织, 经40 g/L中性甲醛固定, 石蜡包埋, 组织
切片, 脱蜡水化, 蒸馏水冲洗, 37℃烘干, 蛋白酶

2 结果

K(20 mg/L)室温下消化30 min, 脱水, 37℃烘干,

2.1 肝癌组织中NF-κB表达与定量分析 肝癌及

加生物素标记的HBV DNA探针, 加盖玻片, 加

癌周组织中N F-κ B阳性表达呈棕黄色. 癌组织

热(95℃)10 min(变性), 37℃过夜, 加蛋白阻断液,

NF-κB表达呈巢状分布, 深染, 胞质和胞核均阳

37℃ 5 min, 滴加羊抗鼠生物素IgG, 37℃ 20 min,

性; 而对应的癌周组织NF-κB表达主要定位于胞

37℃的增强洗液冲洗, 甩干; 加羊抗鼠IgG, 37℃

质, 胞核无明显阳性着色(图1). 癌组织中NF-κB

20 min, 37℃的增强洗液中洗, 甩干; 加入碱性磷

全数表达, 且强度明显高于癌周组织.肝癌组与

酸酶标记的结合物(SAP), 37℃ 20 min, 37℃的

癌周组间, 其表达阳性率(Fisher's exact = 0.000)

增强洗液冲洗, 甩干; 加入BCIP/NBT染色, 蒸馏

和表达强度(U = 4.373, P <0.01)均存在明显差

水冲洗, 复染封片.

异.肝癌组的肝NF-κB比浓度为69.3±40.2 ng/g

1.2.5 免疫组织化学分析NF-κB(SP法): 兔抗人

肝组织, 癌周组为21.0±17.2 ng/g肝组织, 肝癌

NF-κB多克隆抗体及S-P免疫组化试剂盒均购自

组比癌周组大约高3倍(t = 6.04, P <0.01).

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新鲜肝组织以

2.2 肝癌组织NF-κB表达的病理学特征分析 肝

40 g/L中性甲醛固定, 石蜡包埋, 制成厚度4 μm

癌组织中NF-κB表达的病理学特征分析见表1.

的组织切片. 按常规脱蜡、水化; 双氧水阻断内

癌组织NF-κB全数阳性, 其强度与肿瘤的分化程

源性过氧化物酶; 高压加热法修复抗原; 正常动

度、数目和大小、AFP以及ALT水平间的关系

物血清封闭非特异性结合; 滴加NF-κB抗体, 4℃

经秩和检验均未见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过夜, 磷酸盐缓冲液(PBS)漂洗; 滴加生物素标

2.3 癌旁组织NF-κB表达的病理学特征分析 癌

记的第二抗体, 室温孵育10 min, PBS漂洗; 滴

旁组织N F-κ B表达与癌灶组织相比, 表达强度

加链霉素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酶, 室温10 min,

低, 有近1/3组织中未见阳性表达(表2). 癌旁组

P B S冲洗; 滴加新鲜配制的四盐酸二氨基联苯

织中NF-κB阳性率为68.6%(24/35), 其表达阳性

胺(DAB)溶液, 显色, 水洗; 复染. 透明、封片.

率和表达强度与分化程度、肿瘤数目与直径、

Olympus BX 50光学显微镜观察、摄像. 以0.01

AFP及ALT水平间, 经确切概率法和秩和检验分

mol/L PBS液(pH = 7.5)分别替代一抗、二抗和

析同样未见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SP试剂作阴性对照, 已知表达NF-κB的肝癌组

2.4 肝癌组织NF-κB表达与HBV复制关系 肝癌

织作阳性对照. NF-κB表达强度, 以阳性细胞数

组织HBV复制与NF-κB表达关系分析见表3. 肝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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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表 1

NF-κB信号通路
是HCC形成机制
中的重要一环, 可
以成为HCC基因
治疗的有力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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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组织中NF-κB表达的病理学特征分析

n

分组

NF-κB表达 NF-κB表达强度

表 2

P值

U值

-

+ ++ +++

7(100)

0

0

2

5

22 22(100)

0

4

8

10

0.403 >0.05a

中

0

0

3

3

0.571 >0.05a

低

0 4 12

14

分化程度
7

低

6

6(100)

高

肿瘤数目
单发

NF-κB表达强度

阳性(%) Fisher值 - + ++ +++

U值

P值

7

7(100)

22 14(63.6) 0.045
6

3(50.0) 0.155

0 4

3

0

8 3

7

4 0.204 >0.05a

3 1

2

0 0.819 >0.05a

肿瘤数目
30 30(100)

多发

5

5(100)

0 0

>5

7

7(100)

0 2

<5

28

28(100)

1

4

单发
1.251 >0.05

多发

肿瘤直径(cm)

30 20(66.7)
5

10 6 10

4

4(80.0) 0.774

1 2

2

0 0.024 >0.05

4(57.1)

3 2

1

1

肿瘤直径(cm)
1

0 2 12

4

>5

14 0.144

>0.05

7

<5

AFP(μg/L)

28 20(71.4) 0.651

8 6 11

3 0.722 >0.05

>400

12

3 3

6

1

<400

23 15(69.6) 0.424

8 4

7

3 1.044 >0.05

>50

11

2 4

5

0

<50

24 15(62.5) 0.230

9 3

8

4 0.018 >0.05

AFP(μg/L)

>400

12

12(100)

0 1

5

6

<400

23

23(100)

0 3

8

12

0.000 >0.05

ALT(U/L)

9(75.0)

ALT(U/L)

>50

11

11(100)

0 1

<50

24

24(100)

0 3 10

3

7
11 0.798

>0.05

a

a

与高分化组比较.

表 3

NF-κB表达

n

分化程度

高
中

第17卷 第3期

肝癌癌旁组织中NF-κB表达的病理学特征分析

分组

阳性(%)

2009年1月28日

9(81.8)

与高分化组比较.

肝癌组织HBV复制与NF-κB表达关系分析

分组

n

NF-κB比浓度
mean±SD(ng/g肝)

表达强度
－

+

++ +++

HBV DNA阳性

23

89.3±52.8a

0

0

5

18

HBV DNA阴性

12

31.3±18.6

0

4

8

0

U值

P值

4.080

<0.01

t = 4.7347, aP = 0.0000 vs HBV DNA阴性组.

癌组织中均有NF-κB表达, 但在HBV DNA阳性

引导NF-κB进入到细胞核内, 活化的NF-κB与靶

组和阴性组间, 癌组织NF-κB比浓度(ng/g肝)明

基因顺式调节元件上的κB位点上特异序列结合

显高于癌周组织; NF-κB表达强度也存在明显差

而诱导相关基因的转录, 进而发挥抑制细胞凋

异, 癌组织显著增强. HBV DNA阳性组23例中,

亡、诱导细胞恶性转化、促进肿瘤侵袭转移和

其表达强度均在中等阳性表达以上, 其中强阳

对化学药物耐药等作用[4]. 本研究分析了人HCC

性表达为主(78.3%); HBV DNA阴性组12例阳性

及配对癌周组织中NF-κB的表达特点、胞内定

中, 其表达强度以中等阳性表达为主, 未见强阳

位、比浓度及临床病理特征.

性表达病例.

HCC发生发展具多病因、多中心和多阶段
特征[5]. 我国HCC患者中90%伴HBV感染, HBV

3 讨论

或HCV持续感染, 引起肝细胞长期慢性炎症, 使

NF-κB是一种具有广泛生物活性的核转录因子,

肝脏损伤和肝硬化, 而易罹患HCC[6-8]. 研究表明

作为细胞内信号传递的一个枢纽参与多种生理

炎症相关性HCC形成过程中涉及多种基因表达

过程的调控, 其表达异常会导致机体的多种病

改变、众多信号通路异常激活, N F-κ B信号通

理改变. 当细胞处于静息状态时, NF-κB主要位

路是其中重要一环[9-13]. 其上调炎症反应介质如

于胞质中, 与NF-κB抑制蛋白(IκB)家族成员结

TNF-α, 化学因子和白介素的表达, 而炎症介质

合, 形成无活性的三聚体. 当其受到细胞因子、

和化学因子又可以进一步激活NF-κB, 形成正反

有丝分裂原、病毒等刺激后, I κ B α通过磷酸

馈放大机制, 进而选择性促进癌前病变细胞的

化、泛素化降解, 使NF-κB的核定位信号暴露,

存活, 致使肝细胞基因损伤不断积累而向恶性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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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型转化[14-15]. 研究发现NF-κB表达阳性率在癌
组织明显高于癌周组织, 且阳性强度亦明显高
于癌周组织; 肝癌细胞中NF-κB的mRNA表达量
明显比正常肝细胞高, 表明NF-κB与HCC形成密
切相关.
H B V的X基因编码的X蛋白在H B V相关
HCC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6-18]. 有研究报
道X蛋白与NF-κB在细胞内定位有关, X蛋白对

3
4
5
6

7

NF-κB的激活可能是HBV感染诱发HCC的主要
原因之一[19]. 本研究对HBV相关HCC的NF-κB
表达定位分析发现, NF-κB在HCC的胞核内有点
灶状阳性表达, 而癌周组织未发现有胞核内表
达, 提示NF-κB是被激活后进入胞核内发挥其转

8

9

录活性, 从而参与HCC的发生发展. HBV DNA
是病毒复制和传染性的直接标志, 其测定为判
断HBV复制、传染性大小、抗病毒药物疗效、
病情变化和预后、调整抗病毒药物剂量、确定

10

疗程提供可靠依据.在本组资料中NF-κB表达在
HBV DNA阳性与阴性组间差别十分明显, 提示
HBV复制与NF-κB表达明显相关.在与HBsAg之
间, 显示HBsAg阳性病例癌组织与癌周组织NF-

11

κB强度均有高于HBsAg阴性病例趋势, 但在统
计学上未见有明显差异.
对照临床资料分析发现在HCC中NF-κB阳
性及强度与分化程度、肿瘤数目和大小以及患
者A F P和A LT水平间均未见统计学差异, 提示
NF-κB异常激活可能是HCC形成的早期分子事
件, 这有助于H C C的早期诊断、治疗. 对诱导
大鼠肝癌模型研究也观察到NF-κB在诱癌早期

12

13

14

即有过表达, 且随着肝细胞变性、癌前病变和
癌变表达逐渐增强. 用N F-κ B抑制剂喂饲大鼠

15

后, NF-κB表达明显下调, 且肝脏病变程度明显
变轻.

16

总之, NF-κB信号通路异常激活与HBV相关
性HCC形成密切相关, 靶向NF-κB信号通路的基
因治疗可在多途径、多位点阻止HCC的发生、
发展及进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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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ora-B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单人锋, 周福庆, 吴 波, 肖国胜, 饶雪峰, 彭贵主

■背景资料

改变染色体的数
量(整倍体)是人
类恶性肿瘤发生
的主要原因, 有
丝分裂过程控制
的错误可导致细
胞非整倍体的产
生, 在恶性肿瘤
发展中起促进作
用, 近年来研究
显示, Aurora-B可
广泛表达于人类
各种肿瘤,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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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Aurora-B in
hepatocarcinoma and to assess its possibility as a
new indicator for hepatocarcinoma prognosis.
METHODS: Samples from 80 pathologically
comfirmed HCC patients were analyzed for Aurora-B expression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rora-B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data including staging, gender, clinical stage, and prognosis we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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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Aurora-B expression rate was
68.8%.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detected between Aurora-B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taging,
tumor size, tumor in complicated with portal
tumor thrombus (χ2 = 99.9669, 20.8185, 28.5214,
all P < 0.05). For 80 patients undergoing hepatectormy, Aurora-B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1-year, 2-year recurrent rate and sur-

vival rate (χ2 = 5.7702, 5.4257, all P < 0.05; χ2 =
11.8787, 10.4497, all P < 0.05).
CONCLUSION: Aurora-B is expressed at a high
level in hepatocarcinoma. Its expression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tumor stage and the prognosis of hepatocarcinoma patients.
Key Words: Hepatocarcinoma; Aurora- B; Prognosis
Shan RF, Zhou FQ, Wu B, Xiao GS, Rao XF, Peng GZ.
Expression of Aurora-B in hepatocarcinoma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270-272

摘要
目的: 了解基因Aurora-B在肝癌中的表达及其
作为预测肝癌预后的新指标的可能性.
方法: 收集2001-2007年我院初治的肝癌患者
标本80例, 病理证实均为肝细胞癌. 用免疫组
化法检测患者标本中Aurora-B的表达, 分析
Aurora-B的表达与肝癌患者年龄、性别、临
床分期等的关系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结果: A u r o r a-B在肝癌标本中的表达率为
68.8%; 临床分期、肿瘤大小、肿瘤合并门
静脉癌栓与A u r o r a-B表达阳性率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 = 99.9669, 20.8185, 28.5214,
均P <0.05). 80例根治性肝癌切除的病例中,
Aurora-B表达与肝细胞癌1, 2年复发率和生存
率之间有关(χ2 = 5.7702, 5.4257, 均P <0.05; χ2
= 11.8787, 10.4497, 均P <0.05).
结论: Aurora-B在肝癌组织中有一定程度表
达, 其表达与肝癌临床分期及预后相关.
关键词: 肝癌; Aurora-B; 预后
单人锋, 周福庆, 吴波, 肖国胜, 饶雪峰, 彭贵主. Aurora-B在
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
27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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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Aurora-B是一种中心体上的功能性激酶, 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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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锋, 等. Aurora-B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Aurora激酶家族成员, 己被证明是一种癌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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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Aurora-B表达与临床参数关系 (n )

表 1

近年来研究显示, Aurora-B可广泛表达于人类
各种肿瘤, 包括食管癌、胃癌、膀胱癌、结肠
癌、胰腺癌、卵巢癌、乳腺癌等 [1-4], 但目前国
内未见Aurora-B在肝癌中表达与预后关系的报
道. 本文探讨Aurora-B在肝癌中的表达情况, 结
合随访资料, 了解其作为肝癌预后预测的新指
标及肝癌治疗的分子靶点的可能性.
1 材料和方法

分组

Aurora-B
表达

不表达

年龄(岁)
≥40

45

21

<40

10

4

男

45

19

女

10

6

性别

AFP水平(μg/L)

1.1 材料 收集2001-2007年我院初治的肝癌患者

升高

47

21

标本共80例, 病理证实均为肝细胞癌. 其中男64

正常

8

4

合并门静脉癌栓

27

3

无门静脉癌栓

3

47

>5

45

10

脉化疗导管植入术, 术后给予四次预防性化疗,

<5

10

15

患者随访10-66 mo, 中位随访时间为36.6 mo. 另

肝癌分期
Ⅰ期

2

5

Ⅱ期

5

13

Ⅲ期

43

7

Ⅳ期

5

0

例, 女16例; 年龄27-67(中位年龄43)岁. 临床分
期按UICC(1997)分期, Ⅰ期7例, Ⅱ期18例, Ⅲ期
50例, Ⅳ期5例; 均采用肝癌切除术+术中经肝动

取癌旁1 cm的病理标本30例作为对照.
1.2 方法 标本用40 g/L甲醛溶液固定, 常规石蜡
病理切片, 脱蜡水化, 用高温高压进行抗原修复,
PBS漂洗2 min, 置入30 mL/L H2O2 10 min, PBS
漂洗5min, 共3次, 正常血清37℃孵育15 min, 加
入一抗(Aurora-B, Santa Cruzs产品, 1/200)4℃冰
箱孵育过夜, 用PBS漂洗5 min, 共3次, 加入二抗
37℃孵育60 min, PBS漂洗5 min, 共3次, DAB显
色, 苏木精复染细胞核, 中性树胶封片. 结果判
断: 镜下观察胞核出现棕黄色颗粒的肿瘤细胞
数>30%为阳性.
统计学处理 结果用SPSS11.0进行统计分析,
Aurora-B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及生存率

肿瘤大小(cm)

2

χ

P

0.05667

>0.05

0.40299

>0.05

0.02518

>0.05

99.9669

<0.05

20.8185

<0.05

28.5214

<0.05

较表达阴性的患者明显升高(45.4% vs 16%, χ2 =
5.7702, 72.7% vs 32%, χ2 = 11.8787, 均P <0.05).
80例中A u r o r a-B的表达与肝细胞癌生存率之
间存在密切关系. A u r o r a-B表达阳性的患者1
年和2年的生存率较表达阴性的患者明显降低
(76.3% vs 100%, χ2 = 5.4257, 45.4% vs 84%, χ2 =
10.4497, 均P <0.05).

和复发率采用χ2检验.

3 讨论

2 结果

个成员: Aurora-A, Aurora-B及Aurora-C. 其中

2.1 Aurora-B在肝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 80例

Aurora-B又称为染色质过客蛋白激酶, 是一种有

肝癌中55例Aurora-B表达阳性, 阳性率为68.8%;

丝分裂所必需的蛋白, 决定着细胞染色体的分

30例肝癌旁组织2例Aurora-B表达阳性, 阳性率

离和胞质分裂. 改变染色体的数量(整倍体)是人

2

哺乳动物细胞Aurora-B激酶家族迄今发现有3

为6.67%(χ = 97.6885, P <0.001, 图1).

类恶性肿瘤发生的主要原因, 有丝分裂过程控

2.2 A u r o r a-B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临

制的错误可导致细胞非整倍体的产生, 在恶性

床分期、肿瘤大小、肿瘤合并门静脉癌栓

肿瘤发展中起促进作用[5-8].

与A u r o r a-B表达阳性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目前认为人类一些恶性肿瘤如: 子宫内膜

(P <0.05), 未发现Aurora-B表达阳性率与年龄、

癌、肺癌、鼻咽癌等均与Aurora-B在组织中过

性别、AFP水平有关(表1).

度表达有关系[8-12], 但国内尚无关于肝癌方面的

2.3 Aurora-B表达与肝细胞癌的复发率和生存

研究. 该项研究结合临床分析了Aurora-B在肝

率之间关系 80例根治性肝癌切除的病例中,

癌中的表达情况, 并对其与肝癌的预后及相关

A u r o r a-B表达与肝细胞癌复发率之间有关,

临床参数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Aurora-B在肝

Aurora-B表达阳性的患者术后1, 2年的复发率

癌组织中的表达阳性率较癌旁织中的表达阳性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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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酶, 是一种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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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决定着细胞染
色体的分离和胞
质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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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肝组织Aurora-B的表达. A: 癌旁正常肝组织(×200); B: 原发性肝癌组织(×400).

为活跃. 临床分期、肿瘤大小、肿瘤合并门静
脉癌栓与Aurora-B表达阳性率的差异有统计学

5

意义(P <0.05), 未发现Aurora-B表达阳性率与年
龄、性别、AFP水平有关, 说明在越晚期的肝癌
中Aurora-B表达越活跃, Aurora-B的表达能初步
反映肿瘤的早晚程度. 在随访的研究中我们发现

6

Aurora-B与肝癌的复发率及生存率存在一定关
系, Aurora-B表达阳性的肝癌患者肿瘤的复发率
较阴性为高, 而生存率则恰恰相反, 可能是分期

7

影响预后. 只能说明表达强弱与预后相关.
通过研究我们初步推断, Aurora-B的检测可
以作为肝癌的初步筛选指标, 并对于临床分期
及术后患者预后的判断有一定的帮助, 但该指
标的量化工作还需进一步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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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tamin D receptor gene polymorphism and
susceptibility to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
METHODS: The Semi-nested PCR-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semi-nested
PCR-RFLP) technology was used to analyze 50
ALD patients and 72 healthy controls. Comparison was mad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genotype frequencies, allele frequencies, and finally a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RESULTS: We found three genotypes in the
cas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at is, BB, Bb
and bb. The bb genotype frequency and b allele frequenc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case
group than in control group (χ2 = 7.16, P = 0.028,
OR = 2.698, 95% CI: 1.167-6.235; χ2 = 11.64, P =
0.001, OR = 3.071, 95% CI: 1.583-3.958). Multiwww.wjgnet.com

factor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cases carrying bb genotype we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into the ALD, indicating that
bb genotype might be a genetic risk factor in
ALD (OR = 2.272, OR 95% CI: 0.971-5.318).
CONCLUSION: The vitamin D receptor gene
BsmⅠ site polymorphism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ALD, and bb genotype may be a risk
factor for development ALD.
Key Words: Semi-nested PCR-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Polymorphisms; Vitamin D receptor
Sun P, Wang Q. Relationship between vitamin D receptor
gene polymorphisms and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273-278

■背景资料

长期过量饮酒可
以引起酒精性肝
病. 酒精性肝病在
西方国家是导致
肝硬化的最主要
原因, 在我国是继
病毒之后导致肝
损伤的第二大原
因. 其发病机制尚
不清楚, 可能与酒
精代谢产物对肝
脏的毒性作用、
氧化应激、免疫
反应、异常的甲
硫氨酸循环、内
毒素血症、基因
多态性, 病毒的协
同作用有关. 因此
对于酒精性肝病
发病机制的研究
具有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摘要
目的: 探讨维生素D受体(vitamin D receptor,
VDR)基因多态性与酒精性肝病易感性之间的
关系.
方法: 采用半巢式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
段长度多态性(semi-nested PCR-RFLP)技术
检测50例酒精性肝病患者和72例健康志愿者
VDR多态性的基因型, 并比较甘肃汉族人群
和酒精性肝病患者之间VDR基因多态性、基
因型频率、等位基因频率的差异与酒精性肝
病相关性的分析.
结果: 共检出3种VDR基因型, 即BB、Bb、
b b. 病例组b b基因型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χ2 = 7.16, P = 0.028, OR = 2.698, 95% CI:
1.167-6.235); b等位基因的频率病例组显著高
于对照组(χ2 = 11.64, P = 0.001, OR = 3.071,
95% C I: 1.583-3.958). 通过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回归模型, 发现携带bb基因型的个体
暴露于酒精后容易发展成酒精性肝病, b b基
因型可能是酒精性肝病发生的一种易患因素
(OR = 2.272, OR 95% CI: 0.971-5.318).
结论: 维生素D受体基因Bsm Ⅰ酶切位点基因
型与酒精性肝病之间存在相关性, bb基因型可
能是酒精性肝病发生的一种易患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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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VDR基因多态
性的研究最早主
要在代谢性疾病
研究领域, 目前对
VDR基因多态性
的研究已经拓展
到许多疾病研究
领域. 对肝病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乙
型病毒性肝炎研
究领域, 并已取得
一些成果, 最新报
道认为VDR基因
多态性与炎症性
肠病和乳腺癌之
间存在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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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基因组DNA提取: 采用上海生工UNIO-10
柱式血液基因组抽提试剂盒提取血样中基因组
DNA.

性.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 273-278

1.2.3 半巢式PCR引物: 根据PubMed中VDR基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273.asp

因的全序列(注册号AB002168), 参考相关文献
设计VDR基因Bsm Ⅰ位点半巢式PCR引物[8,10],
由上海生工合成引物. 引物序列如下: 上游引

0 引言
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是由于
长期饮酒导致的肝损害, 表现为3种形式, 分别
为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硬化.
A L D在西方国家是导致肝硬化的最主要原因.
近年来, 我国ALD的发病率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酒精已成为继病毒之后导致肝损伤的第二大原
因[1]. 目前尚不清楚其确切的发病机制, 可能与
酒精代谢产物对肝脏的毒性作用、氧化应激、
免疫反应、内毒素血症、基因多态性, 病毒的
协同作用有关[2]. 研究发现VDR基因多态性与多
种疾病有关, 而且与肝病之间也存在相关性[3-8].
由于VDR基因存在多态性可影响与维生素D在
体内的活性形式1, 25-(OH)2D3发挥免疫调节作
用[3,5,7], 我们通过对VDR基因多态性的研究, 发

物P1, 5'-CAA CCA AGA CTA CAA GTA CCG
CGT CAG TGA-3', 下游引物P2, 5'-TGG CGG
CAG CGG ATG TAC GTC TGC-3', 下游引物P3,
5'-AAC CAG CGG AAG AGG TCA AGG G-3'.
1.2.4 半巢式PCR反应: 半巢式PCR外扩增. 按
照下列成份在冰上配置反应体系, 10×PCR缓
冲液5 μL(含有MgCl2), dNTPs混合液4 μL, 引
物P1、P2各1 μL, TaKaRa Taq酶1 μL(5 U/μL),
基因组DNA 1 μL, 去离子水37 μL, 总反应体
系50 μL. 将上述反应体系置PCR扩增仪, 按下
列程序进行半巢式P C R外扩增, 94℃预变性
5 min, 94℃变性30 s、66℃退火1 min、72℃
延伸2 min、32个循环, 72℃再延伸7 min. 取5
μL PCR产物用15 g/L琼脂糖凝胶电泳, 溴化乙

现VDR基因多态性与ALD之间存在相关性.

啶染色, 以DNA分子质量Marker为参照, 紫外

1 材料和方法

P C R内扩增. 取外扩增产物1 μ L, 按照1∶100

1.1 材料 2007-07/2008-05在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稀释后, 取稀释后的PCR产物1 μL加入事先配

消化科住院或门诊就诊的酒精性肝病患者50例

置好的反应体系中, 10×P C R缓冲液5 μ L(含

(病例组), 以及在兰州大学第一医院体检中心体

有MgCl2), dNTPs混合液4 μL, 引物P1、P3各

检的健康志愿者72例(对照组). 研究对象为长期

1 μL, TaKaRa Taq酶1 μL(5 U/μL), 去离子水37

居住在本地且无血缘关系的汉族人. 研究对象

μL, 总反应体系50 μL. 将上述反应体系混匀后

行肝功、血脂、肝纤维化4项、肝炎病毒学指

置PCR扩增仪, 按下列程序进行半巢式PCR内

标、肝脏B超等相关检查. 病例组: 50例, 平均

扩增: 94℃预变性5 min, 94℃变性30 s、60℃

年龄45±6.41岁, 诊断标准依据中华医学会肝

退火1 min、72℃延伸1 min、35个循环, 72℃

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2006-02修

再延伸5 min. 取5 μL PCR产物用20 g/L琼脂

[9]

灯下观察扩增结果, 扩增产物1850 bp. 半巢式

订的《酒精性肝病诊疗指南》 , 并排除其他

糖凝胶电泳, 溴化乙啶染色, 以D N A分子质量

肝病. 对照组: 72例, 平均年龄49±5.22岁, 均为

Marker为参照, 紫外灯下观察扩增结果,扩增产

参加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上海生工UNIO-10柱

物825 bp.

式血液基因组抽提试剂盒, 上海生工UNIO-10

1.2.5 P C R扩增产物的回收: 采用上海生工

柱式P C R产物回收试剂盒; 大连宝生物(日本

UNIO-10柱式PCR产物回收试剂盒, 对825 bp扩

TaKaRa)DL2000型DNA分子质量Marker, 大

增产物进行回收.

连宝生物(日本TaKaRa)PCR扩增试剂盒; 美国

1.2.6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R F L P): 对

NEB(Newland Biolabs, NEB)公司限制性内切酶

P C R回收产物进行R F L P分析, 反应体系如下:

Bsm Ⅰ; 其他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向一只灭菌的P C R反应管中依次加入下列试

1.2 方法

剂, 灭菌双蒸水12.5 μ L, 10×B s m Ⅰ缓冲液2

1.2.1 采血: 清晨采静脉血2 mL, 收集于EDTA抗

μL, 825 bp回收产物5 μL, NEB的限制性内切酶

凝管中, -80℃冰箱中冻存.

Bsm Ⅰ 0.5 μL(10 U/μL), 酶切反应体系共20 μL,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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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VDR基因型分布 n (%)

表 1

275

目前研究发现,

Fok Ⅰ位点与自身
			

分组
n
		
病例组
对照组
合计

BB		

Bb		

bb		

50

4(8.0)

6(12.0)		

40(80.0)		

10(10.0)

72

19(26.4)

10(13.9)		

43(59.7)		

29(40.3)

122

23(18.9)

16(13.1)		

83(68.0)		

39(32.0)

OR
95% CI

P

0.028

免疫性肝炎存在
相关性, Bsm Ⅰ位
点与原发性胆汁
性肝硬化存在相
关性, Taq Ⅰ和Fok
Ⅰ位点多态性与
HBV感染结局存
在相关性, Apa Ⅰ
位点多态性与肝
纤维化存在相关
性.

基因型		
BB+Bb

31.667

1.550		

2.698		

0.371

7.983-125.618

0.516-4.657

1.167-6.235

0.160-0.857

0.001		

0.435		

0.020		

0.018

基因型频率χ2 = 7.16, q = 2, P = 0.028, <0.05.

表 2

等位基因分布 n (%)

等位基因		

分组

b

B

病例组

86(86.0)

14(14.0)

对照组

96(66.7)

48(33.3)

182(74.6)

72(25.4)

合计

OR

95% CI

3.071

1.583-3.958

Pearson列联系数

0.213

等位基因χ2 = 11.64, q = 1, P = 0.001, <0.05.

65℃水浴16 h. 取酶切产物5 μL, 用20 g/L琼脂
糖凝胶电泳, 溴化乙啶染色, 以D N A分子质量
Marker为参照, 用凝胶成像分析系统判断基因
型. VDR基因型判断标准参照相关文献[11]: 缺乏
相应酶切位点为BB型(825 bp), 杂合子为Bb型
(825 bp, 175 bp, 650 bp), 存在相应酶切位点为

M

1

2

3

4

5

6

bp

bp

2000
1000
750
500

1850
825

250

bb型(175 bp, 650 bp).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R×C表χ 2检验.
由SPSS11.0统计软件计算基因型频率、等位基

100

因频率, 进行遗传学Hardy-Weinberg平衡检验,

P <0.05有统计学意义, 最后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基因型 病例组和对照组VDR基因型分布、
等位基因分布, 两者相比较, 病例组bb基因型频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b等位基因频率病例组显著
高于对照组, 以上结果P <0.05, 有统计学意义(表
1-2, 图1-2).

图 1 VDR基因半巢式PCR产物电泳图. M: DNA Marker;
1-3: 半巢式PCR外扩增产物; 4-6: 半巢式PCR内扩增产物.

型的危险因素有3个, 他们分别为饮酒状况、基
因型、ALT(表3-4).
3 讨论
人类的VDR基因定位于12q13, mRNA全长4791
bp; 由9个外显子和8个内含子组成. 外显子Ⅰ位
于5'端非编码区, 分为ⅠA、ⅠB、ⅠC; 外显子

2.2 遗传学Hardy-Weinberg平衡检验 对病例组和

Ⅱ-外显子Ⅸ是真正编码VDR结构的外显子. 外

对照组的VDR基因型分布进行遗传学平衡检验,

显子Ⅱ和外显子Ⅲ编码DNA结合结构域, 外显

结果符合Hardy-Weinberg遗传平衡定律.

子Ⅳ-Ⅸ编码配体结合结构域. 用限制性内切酶

2.3 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 通过建立多因素

Bsm Ⅰ、Apa Ⅰ、Taq Ⅰ、Fok Ⅰ对VDR基因进

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 筛选与ALD有关的危

行基因多态性研究, 发现VDR基因存在4种限制

险因素, P <0.05, 有统计学意义. 最后进入回归模

性内切酶切割位点, Bsm Ⅰ切割位点位于第Ⅷ内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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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中各因素的赋值方式

研究因素		

变量			

赋值

年龄(岁)			

X1		

<45 = 1, 45-54 = 2, 55-64 = 3, >65 = 4

性别			

X2		

女 = 0, 男 = 1

饮酒状况			

X3		

不饮酒 = 0, 饮酒 = 1

基因型			

X4		

Bb = 0, BB = 1, bb = 2

ALT			

X5		

<50 U/L = 0, >50 U/L = 1

AST			

X6		

<50 U/L = 0, >50 U/L = 1

ALT/AST			

X7		

<1 = 0, >1 = 1

总胆红素			

X8		

3.4-17.1 μmol/L = 0, >17.1 μmol/L = 1

结合胆红素		

X9		

0-6.8 μmol/L = 0, >6.8 μmol/L = 1

非结合胆红素		

X10		

1.7-17.1 μmol/L = 0, >17.1 μmol/L = 1,

CHOL			

X11		

3.60-5.70 mmol/L = 0, >5.70 mmol/L = 1

TG			

X12		

0.80-1.80 mmol/L = 0, >1.80 mmol/L = 1

HDL			

X13		

0.80-1.08 mmol/L = 0, >1.08 mmol/L = 1

LDL			

X14		

1.55-3.70 mmol/L = 0, >3.70 mmol/L = 1

透明质酸(HA)		

X15		

50.0-120.0 mg/L = 0, >120.0 mg/L = 1

层黏蛋白(LN)		

X16		

90.0-133.0 μg/L = 0, >133.0 μg/L = 1

人型前胶原(HacⅢ)		

X17		

<120.0 μg/L = 0, >120.0 μg/L = 1

Ⅳ型胶原(Ⅳ.C)		

X18		

<84.7 μg/mL = 0, >84.7 μg/mL = 1

结合胆酸(SCG)		

X19		

<290.0 μg/mL = 0, >290.0 μg/mL = 1

是否患酒精性肝病		

Y		

对照 = 0, 患者 = 1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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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方程中的自变量及有关参数的估计值

95% CI For OR

入选变量 回归系数b
标准误Sb
WaldΧ2
P
OR
								

Lower

Upper

X3

9.613

29.010

0.110

0.740

14964.120

0.000

7.4E+28

X4

0.821

0.434

3.580

0.058

2.272

0.971

5.318

X5

3.649

1.085

11.319

0.001

38.439

4.587

322.120

-11.487

29.018

0.157

0.692

0.000

常数项

M

1

2

3

4

5

bp

bp

2000
1000
750
500

825
650

与自身免疫性肝炎存在相关性, Bsm Ⅰ位点多态
性与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存在相关性[8,11]; 对乙
型病毒性肝炎研究发现, VDR基因Taq Ⅰ和Fok Ⅰ
位点多态性与HBV感染结局存在相关性[13]; Apa
Ⅰ位点多态性与肝纤维化存在相关性[14]. VDR

250

基因多态性可能是通过影响VDR的mRNA的表
175

达与稳定, 造成VDR数量或活性的差异, 从而改
变了其与1, 25-(OH)2D3的亲和力、结合DNA的

100
BB

bb

bb

Bb

bb

图 2 VDR基因半巢式PCR产物酶切电泳图. M: DNA
Marker; 1: BB基因型; 2, 3, 5: bb基因型; 4: Bb基因型.

能力及转录激活能力[11]. 对结核病和乙型病毒性
肝炎研究也发现, VDR基因多态性可以影响免
疫反应的强度与类型[15-16].
维生素D在体内的活性形式是1, 25-(OH) 2

[12]

含子内 . 目前研究发现VDR基因多态性与许多
疾病之间存在相关性. 对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和
自身免疫性肝炎的研究, 发现Fok Ⅰ位点多态性

D 3 , 以前认为其主要调节钙、磷代谢, 现在认
为1, 25-(O H) 2 D 3 和其的类似物还具有抗细胞
增殖、诱导细胞分化、免疫调节等功能. 其能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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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 抑制淋巴细胞的增

特异性, 减少了假阳性; 与以往的基因多态性研

殖, 抑制树突状细胞分化为抗原呈递细胞; 其

究相比, 用半巢式PCR技术可以提高基因型分析

可以减少细胞因子IL-1、IL-2、IL-6、IL-12、

的准确性与可靠性[20].

INF-γ、TNF-α和TNF-β的产生; 除此之外, 其还
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可以诱导产生神经生长因
子[8,11]. 1, 25-(OH)2D3通过以下机制发挥作用: 其
与VDR结合形成激素-受体复合物, 该复合物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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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R基因上的激素反应元件结合, 再通过与其
他调节因子相互作用, 从而对VDR基因的表达

3

[8,17]

进行调控, 发挥免疫调节功能

. VDR基因存在

多态性可能影响1, 25-(OH)2D3的发挥免疫调节
作用, 并由此诱发或加重某些免疫性疾病[18].
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了酒精性肝病的

4

发生, 酒精性肝病具有遗传易感性. 与酒精代谢
有关的乙醇脱氢酶(ADH)和乙醛脱氢酶(ALDH)
基因多态性决定了东方人对酒精性肝病的遗传

5

易感性, 细胞色素P4502E1(CYP2E1)基因多态性
决定了氧化应激的程度, 内毒素受体基因多态
性影响了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 TNF-α和IL-10

6

[2]

基因多态性影响了他们对肝脏的作用效果 .
酒精性肝病发生与免疫反应和炎性细胞
因子产生有关, 与酒精性肝病有关的炎性细
胞因子主要包括IL-1、IL-6、TNF-α和TGF-β
等 [2]. 本研究结果显示V D R基因Bsm Ⅰ位点多
态性与酒精性肝病之间存在相关性, 病例组的

7
8

b b基因型频率和b等位基因频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通过建立多因
素非条件L o g i s t i c回归模型, 采用逐步回归的
方法, 剔除一些变量后, 最后进入回归方程的
变量有3个, 分别是饮酒状况、基因型和A LT,
我们发现b b基因型是和酒精性肝病发生相关
联的一种易患基因(OR = 2.272, OR 95% C I:
0.971-5.318); 本研究结果提示bb基因型个体在

9

10

11

酒精性肝病患者中所占比例较高, 与Fan et al [8]
的研究结果较接近, 可能该基因型的个体暴露
于酒精后容易发展酒精性肝病. 原因可能是
V D R基因多态性可以影响与1, 25-(O H) 2 D 3 结
合发挥免疫调节作用 [8] ; 同时也可以影响免疫

12

13

反应的强度和类型、影响炎性细胞因子的产
生[13,16,19]; Vogel et al 认为虽然Bsm Ⅰ位点在第

14

Ⅷ内含子, 但是通过干扰mRNA转录的结合位
点, 或者改变内在的调节元件, 他可能影响VDR
基因表达, 影响1, 25-(OH) 2D 3发挥免疫调节作

15

用[11]. 本研究采用了半巢式PCR-RFLP技术, 与
以往的检测技术相比, 提高了检测的敏感性和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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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采用半巢式
PCR-RFLP技术分
析维生素 D受体
基因多态性与酒
精性肝病相关性,
文题较准确反映
了研究工作的科
学问题和特定内
容, 国内对维生素
D受体基因多态
性与酒精性肝病
相关性报道较少,
技术路线较为清
晰可行, 研究结果
明确. 文章的科学
性、创新性和可
读性较好地反映
我国胃肠病学基
础研究的先进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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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stablish a mathematical model based
on the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of exfoliated
cells in pleural and peritoneal effusions and to
evaluate their diagnostic values in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from the benign pleural and
peritoneal effusions.
METHODS: Nine morphological cellular paramwww.wjgnet.com

eters (area, perimeter, equivalent diameter, maxaxis, min-axis, max-axis/min-axis ratio, form factor, cycle degree, atypical index) were measured
using a pathological image analysis system on cell
smears from 61 patients with benign or malignant
pleural or peritoneal effusions, and the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CV) of above parameters were
calculated. Discriminate functions, diagnostic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with different groups of
parameters by stepwise discriminatory analysis,
in which the cytological result of each specimen
was taken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their diagnostic performances for malignant
effusions were calculated.

■背景资料

胸水或腹水是临
床常见病症, 按病
因可分为两大类,
即由良性疾病引
起的良性胸/腹水
和由恶性肿瘤胸
/腹膜转移引起的
恶性胸/腹水. 正
确鉴别两类不同
性质的胸/腹水是
此类患者临床诊
疗中的首要问题.

RESULTS: Two parameters, equivalent diameter
and max-axis, entered the model based on cellular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Seven CVs of all
parameters except for perimeter and cycle degree
entered the model based on the CVs. Three parameters, area, min-axis and CV of min-axis, entered
the model based on all those parameters. The
sensitivities of above three models for diagnosing
malignant effusions were 72.7%, 90.9% and 97.0%,
respectively; the specificities were 100.0%, 92.9%
and 92.9%, respectively, and the accuracies were
85.2%, 91.8% and 95.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Simple models could be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ellular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and their coefficients of variation, and
they are valuable in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from benign pleural and peritoneal effusions.
Key Words: Pleural effusion; Ascites; Tumor metastasi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Diagnostic model
Yuan S, Zhang KH, Xiao B, Chen J, Zhu JQ, Zhu X,
Lv NH. A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model based on
the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of exfoliated cells for
differentiating malignant pleural and peritoneal effusions
from the benign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279-283

摘要
目的: 探讨以脱落细胞形态学定量参数及其
变异系数建立数学诊断模型对良恶性胸/腹水

■同行评议者

金瑞, 教授, 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佑安医院消化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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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尽管脱落细胞学
检查鉴别良恶性
胸/腹水的敏感性
低, 要求检查者经
验丰富, 但仍是诊
断金标准, 有关的
诊断新技术研究
主要是围绕克服
细胞学检查的缺
陷而展开, 如免疫
细胞化学染色、
肿瘤标志物测
定、细胞形态学
定量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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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抽取胸/腹水100 mL左右, 常规离心, 取细胞

的鉴别诊断价值.
方法: 应用病理显微图像分析系统采集61例
良恶性胸/腹水脱落细胞涂片的细胞面积、周
长、等效直径、长径、短径、长短径比、形
状因子、圆形度、异形指数等9项形态学参
数, 计算各参数的变异系数. 以各参数为自变
量, 以细胞学诊断结果为因变量, 采用逐步判
别法分别建立基于不同类型参数的诊断模型,
并评价各模型对恶性胸/腹水的诊断价值.
结果: 等效直径和长径2项参数进入基于细胞
形态学参数的诊断模型; 除周长和圆形度两
项参数的变异系数外其余7项参数的变异系
数进入基于各参数变异系数的诊断模型; 面
积、短径和短径变异系数3项参数进入基于
全部参数的诊断模型. 上述3个诊断模型诊
断恶性积液的敏感度分别为72.7%、90.9%
和97.0%, 特异度分别为100.0%、92.9%和
92.9%, 准确度分别为85.2%、91.8%和95.1%.
结论: 以细胞学形态学参数及其变异系数可
建立起简便的数学模型, 对胸/腹水良恶性质
的鉴别诊断具有良好的价值.

沉淀涂片数张, 950 mL/L乙醇固定, 并进行苏木
精-伊红(HE)染色, 由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细
胞室专家读片, 作出细胞学诊断. 根据细胞学诊
断结果分为良性积液和恶性积液. 同时收集临床
资料, 作出病因诊断.
1.2 方法 使用HMIAS-2000高清晰度彩色医学
图文分析系统(武汉千屏影像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采集细胞涂片的显微图像, 然后应用该系统
的细胞测量功能进行细胞分割和各项参数测
量. 具体步骤简述如下; 选择细胞分布较均匀、
细胞边界清晰的视野采集4-10幅400倍图片, 保
证有核细胞200个以上. 应用该系统的细胞测量
功能对图片中的有核细胞进行自动分割, 必要
时辅以手工分割. 对分割出的单个细胞进行各
种形态学参数自动测量. 采集的细胞形态学参
数如下: (1)面积; (2)周长; (3)等效直径; (4)长径;
(5)短径; (6)长短径比; (7)形状因子; (8)圆形度;
(9)异形指数.
统计学处理 良性与恶性标本间细胞形态学
参数比较采用t 检验, P <0.05有统计学意义. 以上
述细胞形态学参数、细胞形态学参数的变异系

关键词: 胸水; 腹水; 肿瘤转移; 鉴别诊断; 数学模型
袁帅, 张焜和, 肖波, 陈江, 祝金泉, 朱萱, 吕农华. 基于细胞形态

数或全部的两类参数为自变量, 以人工细胞学
诊断结果为因变量(恶性为1, 良性为2), 分别进

学定量参数的良恶性胸/腹水鉴别诊断模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行逐步判别分析, 求出判别函数即为标本性质

2009; 17(3): 279-283

诊断模型, 并作数据组内回代检验模型的诊断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279.asp

效率. 诊断效率以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
预测值和似然比表示. 具体计算使用SPSS13.0
软件完成.

0 引言
脱落细胞学检查是目前诊断恶性胸/腹水的基本
方法, 但其敏感性只有50%左右, 且有一定的假阳
性[1-2]. 细胞学诊断还需要检查者有丰富的经验, 在

Antonangelo et al
以胸水脱落细胞
的5项形态学指标
和核仁蛋白嗜银
染色(AgNOR)特
点建立判别函数,
对判别胸水的良
恶性质有较好的
诊断价值, 唯指标
较复杂, 除有形态
学指标外, 还涉及
核仁蛋白嗜银染
色, 临床应用有一
定限制.

2.1 临床资料 本组病例临床诊断和胸/腹水脱落

较基层医院难以有效地开展, 因此人们一直在寻

细胞学诊断明确, 共61例, 其中良性组28例, 恶

找细胞学辅助诊断新方法[3-7]. 近年来病理显微图

性组33例. 胸水43例, 腹水18例, 男32例, 女29例,

像分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细胞学诊断从主观定

年龄16-86(平均56.0±18.4)岁. 良性胸/腹水的病

性向客观定量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 并已应用于

因主要为结核性胸/腹膜炎、肝硬化, 恶性胸/腹

浆膜腔积液的脱落细胞分析 . Antonangelo et al

水的主要病因为肺癌、卵巢癌和原发肿瘤灶不

[8]

■相关报道

2 结果

[9]

[10]

以胸水脱落细胞的5项形态学指标和核仁蛋白嗜

明(表1).

银染色(AgNOR)特点建立判别函数, 对判别胸水

2.2 良性与恶性标本细胞形态学参数及其变异

的良恶性质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本研究尝试单纯

2.2.1 良性与恶性标本细胞形态学测定结果: 所

使用脱落细胞形态学参数建立数学诊断模型, 是

测定的9项细胞形态学参数见表2. 恶性标本脱

否能获得良好的良恶性胸/腹水鉴别诊断效果.

落细胞各项参数均值除圆形度外均比良性标本
大, 各参数在两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2.2.2 良性与恶性标本脱落细胞形态学参数的

1.1 材料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韶关市第一

变异程度: 为评价良性与恶性标本细胞形态学

人民医院2003-2006年具有胸/腹水的住院患者61

参数的变异程度, 对以上参数的变异系数(CV)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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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1例胸/腹水患者的病因诊断

分组

表 3 良性与恶性胸/腹水标本脱落细胞形态学参数变异
系数比较 (mean±SD)

n

病因诊断

良性组					

28

指标

变异系数
良性标本(n = 28) 恶性标本(n = 33)

P值

结核性胸膜炎			

12

结核性腹膜炎			

4

面积

0.81±0.47

1.88±0.81

0.000

肝硬化(失代偿期)			

6

周长

0.29±0.14

0.77±0.25

0.000

2

等效直径

0.28±0.14

0.74±0.24

0.000

急性胰腺炎			

2

长径

0.29±0.14

0.74±0.22

0.000

胆汁性腹膜炎			

1

短径

0.28±0.13

0.73±0.21

0.000

肾病综合征			

1

长短比

0.09±0.06

0.13±0.13

0.170

33

形状因子

0.03±0.03

0.08±0.24

0.272

肺癌				

21

圆形度

0.03±0.01

0.08±0.23

0.259

卵巢癌				

3

异形指数

0.02±0.01

0.06±0.24

0.315

胃/贲门癌				

2

乳腺癌				

2

腹腔转移癌(原发灶不明)		

3

胸腔转移癌(原发灶不明)		

2

心源性胸水(肺心病、心包炎)		

恶性组					

-3.941-0.576×面积V-6.099×等效直径V–5.808×
长径V+19.930×短径V+16.645×长短比V–35.437
×形状因子 V+25.124×异形指数 V. 将数据回代

表 2 良性与恶性胸/腹水标本脱落细胞形态学参数测定
结果比较

于诊断模型Y 2, 28例良性积液有26例判别准确
(92.9%), 33例恶性积液有30例判别准确(90.9%),
总的诊断符合率为91.8%.

良性标本(n = 28)

恶性标本(n = 33)

P值

2.3.3 以细胞形态学参数及其变异系数建立诊

面积(μm2)

28.00±13.18

152.02±95.01

0.000

断模型: 在以逐步判别法建立判别函数的过程

周长(μm)

18.01±3.58

参数

35.55±12.85

0.000

中, 有面积、短径和短径 V进入判别函数Y 3: Y 3

等效直径(μm) 5.56±1.06

10.74±3.79

0.000

长径(μm)

5.90±1.19

11.49±4.14

0.000

= -7.597-0.019×面积+0.780×短径+6.376×短

短径(μm)

5.27±0.95

10.05±3.51

   0.000

长短比

1.11±0.03

1.14±0.04

0.033

26例判别准确(92.9%), 33例恶性积液中32例判

形状因子

1.06±0.02

1.08±0.03

0.000

断准确(97.0%), 总的诊断符合率为95.1%.

圆形度

0.94±0.02

0.92±0.02

0.000

2.4 数学模型对恶性胸/腹水的诊断价值 3个数学

异形指数

3.64±0.03

3.69±0.04

0.000

模型对恶性胸/腹水的诊断价值见表4. 以数据回

径V. 将数据回代于诊断模型Y3, 28例良性积液有

代于3个模型的计算值分别作ROC曲线图(图1),
进行了计算与统计, 结果显示恶性标本各参数

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58(95%CI: 0.907-1.009, P =

变异程度均较良性标本大(表3), 其中面积、周

0.000)、0.982(95%CI: 0.957-1.006, P = 0.000)和

长、等效直径、长径、短径5个参数两组间差

0.995(95%CI: 0.984-1.006, P = 0.000).

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标本良恶性质诊断模型及其判别准确率

3 讨论

2.3.1 以细胞形态学参数建立诊断模型: 在以逐

细胞形状、大小和大小不一是反映细胞异型性

步判别法建立判别函数的过程中, 脱落细胞的9

的主要指标. 恶性标本由于癌细胞的形态特点

项形态学参数中只有等效直径和长径进入判别

与正常细胞的差异性, 可导致脱落细胞的整体

函数Y1: Y1 = -3.057+1.534×等效直径-1.095×

形态特点与良性标本不同. 本研究中9项细胞形

长径. 将数据回代于判别函数Y1, 28例良性积液

态学参数, 在良性与恶性胸/腹水标本中差异均

均判别准确(100%), 33例恶性积液有24例判别

有显著性意义, 提示各项参数从不同的角度反

准确(72.7%), 总的诊断符合率为85.2%.

映细胞大小和形状特点. 以各细胞形态学参数

2.3.2 以细胞形态学参数的变异系数建立诊断模

建立的诊断模型Y 1有较好的诊断效率, 诊断恶

型: 在以逐步判别法建立判别函数的过程中, 脱

性积液的特异度达100%, 唯敏感度较低, 只有

落细胞9项形态学参数的变异系数中有7项(面

72.7%, 准确率为85.2%.

积 V 、等效直径 V 、长径 V 、短径 V 、长短比 V 、

以脱落细胞涂片中有核细胞的形态学参数

形状因子 V、异形指数 V)进入判别函数Y 2: Y 2 =

均值为变量建立的诊断模型Y 1, 主要反映了细

www.wjgnet.com

■创新盘点

本模型的建立只
使用了细胞形态
学指标, 不涉及胞
核指标(胞核分割
较细胞分割难度
大, 效果差), 还应
用了形态学参数
的变异系数(反映
同一标本不同细
胞间的变异程度),
因而模型更为简
便实用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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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

诊断模型对恶性胸/腹水的诊断价值

图 1 模型诊断
恶性胸/腹水的
ROC曲线图. A:
Y1; B: Y2; C: Y3.

0.8
指标
		

诊断模型
Y1

Y2

Y3

敏感度(%)

72.7

90.9

97.0

特异度(%)

100.0

92.9

92.9

准确度(%)

85.2

91.8

95.1

阳性预测值(%)

100.0

93.8

94.1

阴性预测值(%)

75.7

89.7

96.3

阳性似然比

－

12.73

13.58

阴性似然比

0.27

0.10

0.03

0.6
敏感度

			

0.4
0.2
0.0
0.0 0.2

0.4 0.6    0.8 1.0
1-特异度

B 1.0
0.8

胞的形状和大小, 对于细胞大小不一这一恶性
标本的信息未充分利用. 为此, 本研究计算了各

敏感度

本模型的判读结
果与细胞学专家
的诊断结果一致
性达95%, 在没有
细胞学诊断专业
人员的单位可以
试用本模型辅助
临床诊断, 细胞学
诊断专业人员可
验证本模型的辅
助诊断作用.

CN 14-1260/R

形态学参数的变异系数, 发现恶性标本各项参

0.6
0.4
0.2

数的变异度均较良性标本大, 且反映恶性标本

0.0

细胞大小的参数较反映形态特征的参数变异度

0.0

0.2

0.4 0.6
1-特异度

0.8

1.0

0.0

0.2

0.4 0.6
1-特异度

0.8

1.0

更大. 以形态学参数的变异系数建立的诊断模
型Y2, 获得了较Y1更好的诊断效率, 敏感度、特

C 1.0

异度和准确率均达到90%以上, 准确率提高了

0.8

5%左右. 且进入模型的参数较多, 提示参数间的
共线性关系较弱, 多数参数有相对独立的诊断
价值.

0.6
敏感度

■应用要点

ISSN 1009-3079

0.4

综合考虑形态学参数及其变异程度, 以全

0.2

部的两组数据建立数学模型Y 3, 诊断效率进一

0.0

步提高, 对恶性积液的诊断特异度、敏感度和
准确率分别达到97.0%、92.9%和95.1%, ROC
曲线下面积高达0.995, 95%可信限范围窄小
(0.984-1.006). 进入模型的指标只有3项(细胞面
积、细胞短径和细胞短径的变异系数), 非常简
便, 实用价值大.
Athanassiadou et al [11]用计算机图像分析系
统对104例渗出液的细胞学涂片分析, 发现恶性
组的核长轴长度和核面积两个参数与良性组
有显著差异; 徐炜 [12]发现脱落细胞的面积、周
长、最大和最小直径、形状因子、核浆比等6

形态学参数建立模型, 便于实用.
随着计算机辅助诊断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
的临床应用不断深入[13-14], 定量诊断和自动化诊
断成为诊断学的重要发展趋势, 也为胸/腹水的
鉴别诊断开辟了新的途径 [15-16]. 本研究应用胸
/腹水脱落细胞的2项形态学原始参数和1项衍生
参数, 建立起简便的数学诊断模型, 获得了良好
的效果, 尽管例数较少, 其实用价值有待更多样
本验证, 但已显示良好的前景, 值得进一步研究.

项形态学参数在82例良性与恶性胸/腹水组间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 但相关研究多是在剔除胸/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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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组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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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years, the research for new
biomarker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as
been slow. Proteomics technology, mainly
including two-dimensional gel electrophoresis
and mass spectrometry, has provided a very
good platform for finding new biomarker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sped up the
study of laboratory diagno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cent
progress in the laboratory dia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based on proteomic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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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年来, 寻找新的肝癌标志物的研究一直进展
缓慢. 以双向电泳、新型质谱分析为主的蛋白
质组学方法为寻找肝癌标志物提供了良好的
技术平台, 促进了肝癌实验诊断研究的快速发
展. 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基于蛋白质组学技术的
肝癌实验诊断临床研究的主要进展.
关键词: 肝癌; 实验诊断; 蛋白质组学
廖剑, 殷正丰. 基于蛋白质组学技术的肝癌实验诊断研究进
展.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 284-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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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肿瘤通常被认为是基因性疾病, 也被认为是一
种蛋白质组疾病. 肿瘤蛋白质组学包括对正常
组织与疾病组织(从癌前病变到肿瘤)之间差异
表达蛋白质的鉴定和定量分析. 一个正常细胞
在转变为肿瘤的过程中, 细胞内蛋白质表达谱
会发生一系列显著变化. 就肝癌而言, 蛋白质组
学研究可以整体、动态、定量地研究肝癌发生
过程中蛋白质种类、数量的改变, 不仅有助于
进一步揭示肝癌的发病机制, 而且可鉴别出使
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的蛋白质, 进而开发出
检测这些肝癌标志物的实验技术, 以帮助诊断
早期肝癌, 从而实现肝癌诊断方面的实质性突
破. 目前, 以双向电泳、质谱分析为主的蛋白质
组学方法为肝癌实验诊断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技
术平台.
1 肝癌实验诊断相关双向电泳分析
1.1 肝癌细胞系双向电泳分析 D i n g e t a l [1]应
用双向电泳技术比较了肝癌高转移细胞株
M H C C97-H与低转移细胞株M H C C97-L的蛋
白表达情况, 共发现56个差异表达的蛋白质点.
其中4个蛋白质点仅在M H C C97-H中表达. 通
过质谱鉴定, 发现丙酮酸激酶M2等6种蛋白在

Liao J, Yin ZF. Progress in proteomics-based diagno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284-287

MHCC97-H细胞中表达增加, 而锰超氧化物歧
化酶等7种蛋白表达降低. 其中多数蛋白质分子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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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报道与肿瘤转移相关, 因此认为他们也可能

谱鉴定. 随后对其中的高尔基蛋白73(GP73)进行

与肝癌转移有关.

Western blot验证, 发现与乙型肝炎患者相比, 肝

1.2 肝癌组织双向电泳分析 Sun et al [2]收集了12

癌患者血清G P73表达量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例乙肝病毒相关性肝癌组织和配对癌旁组织,

但是肝癌患者血清岩藻糖基化GP73表达量明显

经双向荧光电泳分离, 共得到219个表达差异

增高, 表明岩藻糖基化GP73具有作为肝癌诊断

蛋白点. 其中肝癌组织中61个蛋白点表达上调,

标志物的潜在可能.

158个蛋白点表达下调. 应用质谱分析, 共鉴定
71个分子, 建立了一个肝癌相关差异蛋白质库,
其中Hsp70/Hsp90-organizing protein和不均一核

2 肝癌实验诊断相关质谱分析
2.1 固体芯片飞行时间质谱技术的应用

内核糖核蛋白C1/C2从未报道过与肝癌相关. 随

2.1.1 固体芯片飞行时间质谱技术: 美国Ciphergen

后的Western blot和免疫组化检测结果表明, 这

公司提供的蛋白质芯片技术是随着蛋白质组学

两个蛋白在70例肝癌组织中均有表达, 而对应

兴起而出现的一种可能比较适合于临床应用的

的癌旁组织中几乎无表达. 提示其具有作为肝

新技术. 该技术又称表面增强激光解吸/电离飞

癌标志物的潜在可能性. Yi et al [3]收集了103例乙

行时间质谱技术(SELDI-TOF-MS), 集蛋白质芯

肝病毒相关性肝癌组织和配对癌旁组织以及16

片、质谱分析技术和生物信息软件于一体. 作

例正常肝组织, 应用双向电泳技术分离样本蛋

为蛋白质组学研究的一个强有力工具, SELDI-

白, 通过数据分析和质谱鉴定, 发现肝癌组织中

TOF-MS已被用来研究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的

HSPA9基因编码的致死蛋白(mortalin)表达明显

蛋白指纹图谱, 通过不同组间的蛋白表达差异

上调. 进一步研究发现, 与35例术后1年未复发

来建立疾病诊断模型. 显然, 同时对一组与肝癌

的肝癌患者相比, 68例术后早期复发肝癌患者

相关的蛋白进行分析比对, 诊断的灵敏度和特

的致死蛋白表达量明显增高. 另外发现, 肝癌高

异性必然高于目前以单一标志物为依据或者少

转移细胞株中致死蛋白表达量也明显增高, 并

数几个标志物联合检测的诊断方法.

且致死蛋白与临床肝癌的恶化和侵袭转移相关.

2.1.2 肝癌血清固体芯片飞行时间质谱分析:

因此认为致死蛋白可以作为监测肝癌早期复发

Paradis et al [7]收集了82例肝硬化患者血清, 其中

的一个候选标志物. Takashima et al [4]采用双向电

44例伴有肝癌, 38例排除肝癌. 将这些标本分别

泳技术将15例肝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以及5例正

随机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 其中建模组血清通

常肝组织的蛋白进行分离, 用自体血清进行免

过SELDI-TOF-MS技术建立了由6个差异蛋白表

疫印迹反应, 通过比对, 发现肝癌组织中有4个

达峰组成的蛋白表达图谱模型. 用验证组血清

蛋白点表达上调. 进一步鉴定后, 发现抗锰超氧

验证该模型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分别达到92.5%

化物歧化酶、热休克蛋白70和过氧化物还原酶

和90%. 其中表达差异最大的一个峰(8900 Da)

的自身抗体在肝癌患者血清中具有明显的免疫

经双向电泳分离和质谱鉴定, 确认为是玻璃粘

反应, 因此认为是肝癌特异性抗体, 具有作为肝

连蛋白C端的一个片段, 可用来作为诊断肝癌的

癌诊断标志物的潜能.

一个潜在标志物. Schwegler et al [8]收集39例健康

1.3 肝癌血清双向电泳分析 Feng et al [5]将20例

者、36例未肝硬化肝病、38例肝硬化和57例肝

乙肝病毒相关性肝癌患者, 20例乙肝病毒感染

癌患者血清, 采用铜离子螯合的亲和芯片, 通过

者和20例健康志愿者的血清分别混合后, 先除

SELDI-TOF-MS技术建立了一个以38个不同蛋

去血清白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然后通过双向电

白组成的图谱模型. 利用该模型进行盲法检测,

泳分离和质谱鉴定, 共发现热休克蛋白27、甲

鉴别丙型肝炎病毒相关疾病如慢性丙型肝炎、

胎蛋白等8种蛋白在3组中存在明显的表达差异.

丙型肝炎肝硬化或者丙肝病毒相关性肝癌和健

应用Western blot进一步验证, 发现90%肝癌患者

康者, 其灵敏度和特异性可达74%-95%; 而采用

和2例乙肝病毒感染者血清中表达热休克蛋白

该模型区别慢性丙型肝炎和丙肝病毒相关性肝

27, 而健康者血清中均没有表达. 故认为该蛋白

癌的灵敏度可达61%, 特异性达76%. 如果该诊

可作为肝癌诊断的一个候选血清标志物. Block

断模型和AFP、异常凝血酶原和GP73联用, 则

et al 用旱獭建立肝癌模型, 在凝集素富集糖蛋

将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提高到75%和92%. 并且

白后, 应用双向电泳技术从肝癌旱獭血清中分

该模型可将肝癌从肝病患者在肝硬化之前或者

离出一组高度岩藻糖基化糖蛋白, 并进行了质

发生肝硬化之时就检测出来, 特别是丙肝病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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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肝病. Kanmura et al [9]收集了77例丙型肝炎

时间质谱技术(CLINPROT MALDI-TOF-MS, 又

病毒相关的慢性肝病和64例肝癌血清, 分别随

称CLINPROT系统), 其准确性、稳定性、灵敏

机分为2组, 其中一组35例为肝癌, 44例为其他

性和重复性等可能更胜一筹. 与S E L D I-TO F-

肝病; 另一组29例为肝癌, 33例为其他肝病. 选

MS相比, CLINPROT系统最大的特点是用液体

用第一组血清通过SELDI-TOF-MS建立了由6

芯片技术取代固体芯片技术, 即先在液态中用

个差异蛋白表达峰组成的蛋白表达图谱诊断模

某种磁珠捕获特定的蛋白. 由于捕获的低丰度

型. 用第二组血清验证该模型的灵敏度和特异

蛋白或多肽种类多, 保证了检测的准确性和灵

性, 分别为83%和76%. 同时收集了7例肝癌在诊

敏度, 同时纳米磁珠巨大的表面积使蛋白的捕

断为肝癌前1年的血清和5例未发生肝癌肝病3

获具有良好的重现性. 该系统另一个独特的优

年前的血清, 用该模型进行检测, 7例肝癌患者

势是二次质谱技术, 可以在寻找生物标志物的

有6例阳性, 而5例肝病全部为阴性. 表明该模型

同时进一步在线直接鉴定单个候选标志物. 总

对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进行肝癌的早期检

之, CLINPROT系统允许科研人员使用单一、

测和预测具有显著的意义. Zinkin et al

应用

易于应用的集成系统检测蛋白质表达谱、发现

SELDI-TOF-MS对41例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

蛋白质组指纹以及识别蛋白质. Goldman et al [13]

癌和51例丙型肝炎相关性肝硬化患者血清进行

收集了78例丙肝病毒相关性肝癌血清和72例非

分组检测, 建立了由一个11个蛋白表达峰组成

肝癌血清, 应用磁珠富集小分子量蛋白, 通过

的诊断模型, 用于肝癌诊断的灵敏度为79%, 特

MALDI-TOF-MS建立了一个由6个差异表达蛋

异性为86%. 将8例小于2 cm的肝癌患者血清用

白峰构成的诊断模型, 对50例验证组血清进行

于验证, 结果验证出7例, 而AFP、AFP异质体和

盲法检测的灵敏度达100%, 特异性达91%. 其中

异常凝血酶原只分别鉴定出3例、1例和1例, 说

2个显著差异蛋白峰经过在线质谱鉴定, 确认为

明该模型对于肝癌的诊断比传统的肝癌标志物

补体C3和C4的片段, 认为可作为肝癌的候选标

更加准确. Poon et al

志物.

[11]

[10]

收集了38例肝癌和20例其

他慢性肝病血清, 选用WCX2和IMAC3芯片, 应
用SELDI-TOF-MS建立了鉴别慢性肝病的肝癌

3 其他蛋白质组学技术的应用

指纹图谱模型, 其灵敏度和特异性分别为92%和

随着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技术、激光捕

90%. Ward et al [12]应用SELDI-TOF-MS技术研究

获微切割(LCM)、差异凝胶电泳(2D-DIGE)和同

了肝癌患者癌前, 患癌和治疗后的血清, 发现癌

位素标记亲和标签技术(ICAT)等生物新技术的

前和患癌的血清中有数个明显的差异表达蛋白

相继出现, 蛋白质组学技术得到不断完善, 并进

峰, 但在治疗后并没有消失, 说明这些蛋白表达

一步推动肝癌实验诊断研究的深入发展. 而目

量的变化与肿瘤有无并无多大关联, 而主要与

前越来越倾向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于肝癌的蛋

肝病的进展和癌前期的病变相关. 经分离鉴定,

白质组学研究.

得到一个差异表达蛋白为β2微球蛋白, 认为可

Li et al [14]联合应用激光捕获显微切割、同

作为判断肝病进展和癌前期病变的候选标志物.

位素亲和标记和二维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等三种

2.1.3 固体芯片飞行时间质谱技术存在的问题:

技术, 对肝癌和非肝癌组织的细胞进行差异蛋

随着SELDI-TOF-MS技术逐渐应用于临床, 发

白质组分析, 定性鉴定了644种蛋白质, 包括定

现这项技术存在一些问题尚待解决和完善, 如

量鉴定了261种蛋白质, 其中149种蛋白质表达

不能在线鉴定差异蛋白; 图谱中的峰高和蛋白

量有2倍以上的差异. 这些结果为进一步发现新

质浓度之间并非都是线性关系; 由于检测过程

的肝癌标志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Lee et al [15]应

中涉及因素较多, 控制又未标准化, 同一疾病的

用差异凝胶双向电泳技术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特征性波峰在不同研究者之间重现性差. 因此,

技术, 从人肝癌组织中分离并鉴定了30个具有

SELDI-TOF-MS作为快速诊断、发现并鉴定肿

明显表达差异的蛋白(与癌旁肝组织比较), 其中

瘤标志物的手段应用于临床, 在准确性、稳定

16个蛋白表达上调, 14个蛋白表达下调. 进一步

性和重复性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研究表明, 14-3-3 γ蛋白(14-3-3 gamma protein)表

2.2 肝癌血清液体芯片飞行时间质谱分析 近年

达显著增加, 可作为肝癌标志物. Lee et al [16]随后

来出现了一项可与SELDI-TOF-MS竞争的新的

应用SELDI-TOF-MS对55例丙型肝炎病毒相关

质谱技术, 即布鲁克公司提供的液体芯片飞行

性肝癌、48例慢性丙型肝炎以及9例健康者血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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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进行测定, 找到一个表达显著差异的蛋白峰,
分子质量为8900 Da, 通过双向电泳技术和二维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分离鉴定该蛋白为补
体蛋白C3a. 进一步分析表明, 补体C3a水平与丙
氨酸转氨酶、肿瘤大小等参数之间均无显著相

7

关性.
4 结论
近年来, 应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已发现并鉴定了

8

一批潜在的肝癌标志物. 但是, 随之而产生的另
一个困扰则是如何选择合适的肝癌标志物进行
联合诊断, 以及如何形成多种标志物检测结果
的有效报告. 这无疑需要大量的临床验证以及

9

统计学分析处理, 过程繁琐、复杂. 基于蛋白质
芯片技术建立的蛋白指纹图谱诊断模型可以在
同一个芯片上同时检测临床标本中的一组蛋白,
且过程简单, 分析迅速, 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

10

题. 但是, 蛋白质芯片技术的诸多弊端, 例如重
复性差、不同研究者研究结果不一致等, 又限
制了蛋白质组学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 因此, 技

11

术进步仍是今后肝癌实验诊断研究的一个重点,
一方面需要将现有的技术方法不断完善, 综合
运用, 取长补短; 另一方面则需要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新的蛋白质组学技术, 提高其可重复性和

12

稳定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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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弥散成像在肝纤维化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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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纤维化的早期
诊断和治疗, 对于
慢性肝病的诊治
有重要价值. 肝组
织活检可以直接
获得病理学诊断,
是临床上的金标
准, 但由于其属创
伤性检查, 应用价
值受到限制. 非创
伤性的评价肝纤
维化的方法己成
为世界肝脏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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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的新技术, 是
唯一能在活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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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liver diseases in china, evaluation of liver
fibrosis and cirrhosis has become one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focal points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a long time, liver biopsy remains the gold standard for diagnosis of liver fibrosis, but it is a traumatic and somewhat blind examin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Neither more sensitive indictors nor
specific ones have been found in both serum of
hepatic fibrosis and conventional imaging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liver fibrosis. Recently, the diffusi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heds some
light on diagnosing hepatic fibrosis. Evaluating
severity of hepatic fibrosis in chronic liver disease
with magnetic resonance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was summarized in the present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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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慢性肝病患者在逐年增多, 评价患者肝纤
维化及肝硬化的严重程度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之一. 长期以来, 临床多以肝活检组织病理学
检查作为诊断肝纤维化的金标准, 但其有一定
的创伤性及盲目性. 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和常规
影像学方法在肝纤维化的研究中未发现较敏
感和特异性的指标, 而近年磁共振弥散成像为
肝纤维化的诊断带来了曙光. 本文就磁共振扩
散加权成像在评价慢性肝病肝纤维化的严重
程度中的应用现状予以综述.
关键词: 肝纤维化; 磁共振成像; 弥散加权成像
胡兴荣, 陈军. 磁共振弥散成像在肝纤维化中的研究进展. 世界
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 28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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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肝纤维化是指在各种慢性肝病时, 肝细胞发生持
续、反复的坏死和炎症刺激, 导致机体发生修复
反应, 表现为肝内纤维结缔组织的异常增生与沉
积, 是慢性肝病的重要病理特征. 在各种慢性肝
病进展中由于肝内纤维生成与降解失衡, 致使过
多的胶原在肝内沉积, 常伴有炎症并可发展为肝
硬化甚至肝癌. 大量临床研究表明, 因为体内存
在纤维降解过程, 肝纤维化是可以减轻和逆转
的, 但发展至肝硬化则再不可逆性, 如能阻断、
减轻乃至逆转肝纤维化, 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
善肝病的预后. 因此, 肝纤维化的早期诊断和治
疗, 对于慢性肝病的诊治有重要价值. 肝组织活
检可以直接获得病理学诊断, 是临床上的金标
准, 但由于其属创伤性检查, 加之无法反映肝脏
病变的全貌, 使其应用价值受到限制. 非创伤性
的评价肝纤维化的方法己成为世界肝脏病学研
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磁共振弥散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DWI)作为功能成像的新技术,
是唯一能在活体检测组织内水分子扩散运动的
无创影像检查技术, 能在宏观成像中反映活体组
织中水分子微观扩散运动. 以往DWI主要集中应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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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神经放射学领域并且显示出巨大的临床应
[1-2]

散运动充分自由, 而在活体组织中, 生物膜及体

. 随着快速成像技术的迅速发展, DWI

液中的大分子将限制水分子的运动. 不同的组织

已逐步应用到全身其他系统和器官[3-6], 特别是近

结构和分子环境对水分子运动的限制程度不同,

年来在肝脏的研究应用日益增多. 本文就DWI成

DWI通过检测组织内水分子的运动状态来反映

像原理及方法、在肝纤维化中的研究现状、存

组织的结构特点, 病变组织与正常组织的水分子

在问题及应用前景进行综述.

的离散程度不同, 其信号降低的程度与正常组织

用价值

之间形成差别, 从而发现病变[7,13].
1 DWI基本原理
弥散是指组织中水分子的不规则随机运动, 即布

2 肝脏DWI技术及参数选择

朗(Brownian)运动, 他是DWI的基础. 在梯度磁

2.1 肝脏DWI扫描技术 DWI对运动极为敏感, 患

场下, 弥散运动分子中的质子依磁场梯度随机移

者的位置移动、呼吸、心跳、肠蠕动等生理活

动, 以不同频率自旋, 以致质子回波时不能再聚

动均严重影响成像质量, 常规SE-DWI序列成像

焦, 产生不一致的相位位移, 导致信号衰减, 从而

时间长, 在肝脏的临床应用受到限制. 近年来单

[7-9]

. 因此, 通过对成

次触发、呼吸门控、心电门控, 特别是平面回

像序列的设计, 即在常规自旋回波(SE)T2加权序

波成像(echo planar imaging, EPI)等新技术的应

列的180度脉冲两侧对称地施加一对大小相等、

用克服了上述不足, 使DWI在上腹部, 特别是在

方向相反的弥散敏感梯度脉冲(DSGP), 对于静止

肝脏应用越来越广泛.

构成磁共振弥散图像的对比

的水分子, 第一个梯度脉冲所致的质子自旋去相

单次触发自旋回波平面回波成像(s i n g l e-

位会被第二个梯度脉冲完全再聚合, 信号强度不

shot spin-echo echo-planar imaging, SS-SE-EPI)

受影响; 而运动的水分子, 在施加的梯度磁场方

是肝脏DWI最常用的序列, SS-SE-EPI序列通常

向会产生相位离散, 即使弥散效应微弱, 在第二

需加入脂肪抑制序列如短时间翻转恢复(s h o r t

个梯度脉冲时MR信号也不能完全再聚合, 从而

time inversion recovery, STIR)、化学位移法

导致信号强度随弥散时相而衰减, 至此, 不同的

(chemical shift selection, CHESS)来提高成像的

弥散强度以不同信号强度的方式被显示出来, 形

信噪比. 其在90度脉冲后的180度脉冲两侧加上

成组织对比, 产生弥散图像. DWI图像实为组织

不同b值的敏感梯度, 最后以EPI方式读取信号,

[10-11]

, 以突出水分子

成像速度极快、切层效率极高, 在数十毫秒内

的弥散效应作为图像对比的一种成像方法. DWI

完成图像的信号采集, 基本上可以冻结上述多

中组织信号强度主要与组织中水分子的自由度

数生理活动, 减轻或消除他们对DWI信号的影

及施加的弥散敏感梯度(b)有关, 水分子运动越自

响, 是目前肝脏最常用的弥散加权成像方式. 近

由(弥散快), b值越大, 相位离散越重, 信号降低越

来出现的一种并行采集敏感性编码(sensitivity

明显.

encoding, SENSE)技术[14], 在不增加任何梯度成

形态与运动状态的结合图像

弥散成像反映的是分子运动, 对运动有极高

本的同时提高梯度系统的有效切换率, 避免了

的敏感性, 成像质量不仅受微循环因素(如体液

过高的场强和梯度切换对患者的生物电(心电、

流动、细胞的渗透性和温度、毛细血管灌注、

脑电、神经刺激等)的干扰, 在缩短数倍扫描时

细胞膜通透性的方向等)影响, 也受宏观因素, 如

间的同时, 提高图像信噪比、空间分辨率和时

各种生理活动的影响, 因此, 所得信号变化不能

间分辨率, 可以进行超快速的高分辨弥散成像.

完全反映真正的弥散系数. 实际工作中常用表观

通过一次屏气获得腹部所有器官的ADC图, 所

弥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icient, ADC)来代

得图像质量和分辨率高[15-16], 结合SENSE技术的

替真正的弥散系数(difusion coeficient, DC)[12]. 通

DWI成像, 能缩短采集时间、减少伪影.

过不同b值的两个以上的弥散加权像, 我们可以

2.2 肝脏DWI参数选择 b值是DWI的重要参数

计算出组织的ADC. 通过ADC值的测量, 组织分

之一, b值的高低与成像的时间、质量, 以及

子的运动状态就可通过量化指标进行反映. 一般

ADC值测量密切相关. 正常肝实质和肝病变有

认为其内水分子运动相对自由的结构, 即弥散速

特异性的DC值(如肝为0.72×10-3 mm2/s)[12], 通

度快的组织具有较高的ADC值. 在弥散加权图

常D W I所得的A D C值较他们的D C值明显高,

像上, ADC值越高, 信号越低; ADC值越小, 信号

表明了体内其他形式的微运动对A D C值的影

越高. 而在ADC图上则相反, ADC值越高, 信号

响, 其中以毛细血管的微灌注影响最大. 在DWI

越高; ADC值越小, 信号越低. 纯水中水分子的弥

中, b值越小, ADC值越大, 表明微灌注的影响越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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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使用大b值时, 灌注的影响会被大的梯度抵

噪比均无明显的影响. 因此, 一般情况良好的大

消, ADC值接近DC值, 能真实地反映组织内水

多数患者, 都能耐受在检查时完全屏气时间多

分子的扩散运动

[12,15-17]

. 然而, 随着b值的增大各

为15-20 s.

种伪影增多, 图像易变形, 信噪比下降, 可严重

Aubé et al [25]认为在评价弥漫性肝疾病时,

影响图像质量, 使小病变容易漏诊. 为了尽量减

对空间分辨率并无强制性要求, 使用长的TR和

少灌注的影响, 使得到的ADC值反映真正的弥

大体素可以增加信号强度, 可将其作为理想的

散, 同时又保证图像质量, b值的选择就相当重

信号采集需要. 在他的研究中分别用3500 ms和

要. Ichikawa et al [8]采用b值1.6 s/mm2、55 s/mm2

5000 ms的TR值对肝纤维化进行分析, 发现使用

成像得到肝脏的ADC值高于纯水的ADC值, 而

长的TR值(5000 ms)计算出的正常肝与硬化肝的

物理学试验证明与其他组织比较纯水的扩散系

ADC值差别更大.

数最大, 可见低b值DWI不能真实反映组织扩散
系数(D)值. Yamada et al [12]认为采用低b值测定

3 DWI在肝纤维化中的研究现状

A D C值融合了部分微循环的血流灌注的影响.

肝组织内胶原纤维的增生是肝硬化的主要病理

高b值使TE增加, 成像时间延长, 对于肝脏短T2

变化, 可以反映肝硬化和肝功能损害的严重程

组织信号衰减明显, 图像信噪比及对比噪声比

度. 但临床却缺乏对活体内肝组织的纤维化作

减低, 磁敏感伪影增加, 导致图像变形. 但高b值

出定量分析的方法. DWI使MR信号与组织内氢

DWI对运动慢的水分子信号敏感, 能很好反映

质子或水分子不连贯的微观运动相联系, 从微

组织的扩散特性, 减小T2的穿透效应, A D C值

观水平为病变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提供信息, 目

较稳定、变异小, 所测的ADC值接近组织的真

前DWI在肝脏主要应用于肝脏局灶性病变的诊

实D值. 体部D W I所用的b值范围变化较大, 在

断和鉴别诊断中[7,12,24]. 同样, 纤维化患者肝实质

0.01-1300 s/mm2不等[18], 各种文献报道使用的b

内含水量的变化可以通过DWI进行测量. 肝纤

值不统一, 肝脏ADC值各不相同. 目前国内外研

维化的主要成分是胶原, 这种分子的质子不丰

2

究表明, 高b值选择在300-800 s/mm 时, 图像质

富并且紧密结合, 将限制组织内的水分子运动,

量清晰, 组织扩散特性好, ADC值准确. 国内沈

因此, 理论上, 与正常肝实质比较, 在肝纤维化

文

[19]

、尚全良 et al

[20]

2

b值用500 s/mm 时能得到

中弥散应该减少、ADC值下降. 如果DWI能准
确反映肝内纤维增生程度, 将会给临床评价肝

较稳定的DWI图像.
D W I只能检测施加了弥散敏感梯度场方
向上的水分子扩散运动.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脑

纤维化和潜在的肝功能损害寻找到一种简便、
无创的功能成像方法[13,18,25].

白质内水分子的弥散是各向异性的, 沿髓鞘走

肝纤维化及肝硬化对A D C值的影响近年

行方向的弥散大于垂直于髓鞘走行方向的弥

来已有一些文献报道, 但结果存在争议. 多数

散 [21-22] . 肝脏D W I常利用横断面图像上进行,

学者认为纤维化及硬化肝组织中水分子弥散

扩散敏感梯度场可施加在X、Y、Z 3个方向

下降, ADC值小于正常肝脏[7,13,16,19,24,26], Amano

上 [23]. 肝脏的弥散是各向同性还是各向异性决
定b值的取向, Taouli et al [24]对正常及病变肝实

et al [13]、K o i n u m a et al [18]、Aubé et al [25]、
Ichikawa et al [8]的结果还表明两者之间的差异有

质的弥散方向进行研究, 认为肝实质的弥散是

统计学意义, 认为ADC值下降与肝内纤维增生

各向同性的, 可能与肝脏随机的组织结构有关,

限制了水分子的Brown运动有关. Yamada et al [12]

认为多方向的弥散梯度在肝弥散研究的设计

对真正弥散系数D的测量也显示, 肝硬化D值为

中是不必要的.

0.67×10-3 mm2/s, 较正常肝(0.76×10-3 mm2/s)轻

呼吸运动影响肝脏D W I图像质量, 导致

度下降, 但并无统计学意义. Koinuma et al [17]、

ADC值测量不准确, 而EPI序列不能完全消除呼

Aubé et al [25]、Yamashita et al [9]利用DWI对肝纤

吸运动伪影, 文献报道都是通过扫描时患者屏

维化和肝硬化的初步研究发现, ADC值与肝纤

气来消除这些伪影的影响, 缩短扫描时间(主要

维化血清学标记物、病理肝纤维化评分和反

是缩短TR)让患者能够耐受. 尚全良 et al

在肝

映肝功能严重程度的Child-Pugh评分间有明显

脏DWI技术探讨中发现, TR为10 000 ms时, 扫描

相关性, 认为ADC值的测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

时间为40 s, TR每缩短2000 ms, 扫描时间减少8 s,

映肝纤维化的严重程度, 对于评价肝脏纤维化

当TR减至4000 ms时, 扫描时间为16 s, 完全可满

分期有帮助. 但也有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 他们

足全肝脏扫描的需要, 并且对ADC值及图像信

认为DWI只有在肝硬化程度较高时才能反映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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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的变化. 如Annet et al [26]研究认为肝纤维

究, 将会使DWI在肝纤维化的诊断和程度判定

化并不能用DWI水分子受限来评估. Boulanger

方面有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

et al [5]研究发现ADC值与肝炎及肝纤维化分级
之间并无明显相关性. 但他们研究使用的b值
较小(50-295 s/mm2之间), 可能并不能准确反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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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IgA)被认为是免疫防御
中的第一道防线在黏膜免疫中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 由2个单体IgA、1分子J链和1分子分
泌成分(SC)组成. SC是多聚免疫球蛋白受体
(pIgR)的胞外段部分, 作为SIgA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不仅在SIgA的转运、形成中发挥重要作
用, 而且可以保护SIgA的铰链区及增强其抗
感染活性. 因此关于SC的研究日益受到学者
们的青睐, 近年来有关SC的结构、功能及其
在临床中的研究已经取得较大进展.
关键词: 多聚免疫球蛋白受体; 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 分泌成分
付金龙, 刘沛. SC结构、功能及其临床研究进展. 世界华人消化
杂志 2009; 17(3): 29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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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背景资料

SC是多聚免疫球
蛋白受体(pIgR)
的胞外段部分, 由
黏膜及外分泌腺
上皮细胞合成, 主
要分布在黏膜上
皮细胞基底侧(如
消化系, 呼吸道,
泌尿道)和乳腺,
黏液腺及泪腺的
腺上皮细胞下面,
其基本功能包括
介导细胞内多聚
免疫球蛋白的转
运和参与SIgA的
形成等. 近年研究
证实SC与肠道、
呼吸道感染及一
些危重病等密切
相关. 因而揭示
SC结构、功能及
其临床研究, 必将
给新药、疫苗的
研发以及临床防
治SC表达异常的
疾病带来广阔的
前景.

分泌成分(secretory component, SC)又称分泌片
(secretory piece)是多聚免疫球蛋白受体(pIgR)的

Abstract

SIgA, which consists of 2 monomer IgA, 1
molecular chain J and a molecular secretory
component (SC), plays a critical role and is
considered as the first-line defense in the
mucosal immunit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IgA, SC is the extracellular cleaved
ectodomain of polymeric immunoglobulin
receptor (pIgR). SC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SIgA
and SC could also protect the hinge area of
SIgA and enhance its anti-infective activity.
Therefore, the SC has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researchers and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recently made in its structure and
function.
Key Words: Polymeric immunoglobulin receptor;
SIgA; Secretory component
Fu JL, Liu P. Clinical research progress in secretory
component structure and function.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29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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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外段部分, 由黏膜上皮细胞及外分泌腺上皮
细胞合成, 主要负责将固有层活化淋巴细胞产
生的IgA通过上皮细胞转运分泌至腔隙表面, 同
IgA, J链共同构成黏膜免疫的第一防线SIgA, 阻
止肠腔中的病毒、细菌、毒素和外来异物等有
害物质对肠黏膜的入侵. 另外未与分泌性抗体
结合的游离SC也可以直接参与机体的非特异性
免疫防御, 阻止腹泻与感染的发生. 本文就SC的
结构、功能及其临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SC结构与功能
SC是pIgR从细胞膜上脱落下来的片段, 分子质
量为M r 80, 由549-558个氨基酸组成的肽链, 含
有较多的糖基(约20%), 分为5个包含100-110个
氨基酸的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D1-D5), 与免疫
球蛋白超家族的5个可变区有同源性. Prinsloo

et al [1]发现纯化的重组人游离分泌片(rSC)结构
与天然S C相似, 与IgM结合的解离平衡常数为
4.6×10-8 M, rSC的建立为进一步阐明SC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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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HEp-2细胞中的传染性, 这些作用都与SC含有

及对SC研究的深入, 人们对SC的三维结构有了

的糖链呈剂量依赖性[9]. 衣霉素可以阻碍内质网

进一步认识, 游离SC的三维结构有一个令人意

中的N-糖基化的发生, 研究发现经衣霉素处理

想不到的紧密结构, 他的螺旋半径为3.53-3.63

的细胞释放入细胞上清液中的pIgR量明显低于

nm, 长度为12.5 nm, 沉降系数为4.0 s, SC的空间

未处理组 [10]. 免疫共沉淀研究发现非糖基化的

结构存在一个J型弯曲, 在D3与D4区域之间形成

pIgR仍能与pIgA形成复合物, 但SIgA锚定在黏

反折, 使得D4, D5区域反折回来与D2, D3区域相

膜上的能力消失[11]. 均表明SC中各种糖链在SC

对应[2], SC的D5区域Cys467可与IgA的a1链CH2

运输、释放及SIgA在黏膜上正确定位中可能发

区的Cys311通过二硫键结合.

挥重要作用[8].

目前关于SC功能的研究也已取得可喜的进
展, Braathen et al [3]发现两栖类, 鸟类, 哺乳类之

3 SC的形成

间pIgR与J链结合位点高度保守, 两栖类动物的

PlgR由黏膜及外分泌腺上皮细胞合成, 主要分布

pIgR也能与人pIgA区域结合, 暗示第一线的免

在黏膜上皮细胞基底侧(如消化系, 呼吸道, 泌尿

疫防御机制在动物进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

道)和乳腺, 黏液腺及泪腺的腺上皮细胞下面. 正

义. 大量的研究认为SC参与多聚免疫球蛋白的

常情况下, 多聚免疫球蛋白在分泌上皮细胞的基

转运、SIgA及SIgM的形成、直接参与非特异性

底外侧形成plgA-plgR/pIgM-pIgR复合物, 然后通

免疫防御阻止感染的发生, SC主要的功能是介

过内吞作用和转吞作用被运输到固有层, 此后

导细胞内多聚免疫球蛋白的转运和参与SIgA的

plgA-plgR/pIgM-pIgR复合物在表面顶端蛋白水解

形成. 研究证实SC可以将黏膜上皮细胞下及固

酶作用下裂解plgR被释放. 在此过程中, pIgR胞外

有层内的dIgA-plgR/pIgM-pIgR复合物转运到腔

段从细胞膜上切割、脱落形成可溶性分泌片(SC),

隙表面, 而哺乳动物中这种跨细胞转运的机制

而PlgR的C端跨膜部分和胞内部分则在上皮细胞

与664位点的丝氨酸磷酸化有关. 最近发现, 如

内降解, 与dIgA/pIgR配体结合的分别形成SIgA/

哺乳动物的呼吸道、胃肠道、泌尿道一样, 在
硬骨鱼、河豚的皮肤中pIgR同样可以转运四聚
体IgM进入皮肤黏膜中[4-5]. Gupta et al [6]利用可与
PIgR结合的不同抗体发现其转运情况有所差异,
作者认为与PIgR不同的结合位点结合, 可能是
造成转运方式不同的原因. SC与dIgA, J链结合
后共同形成SIgA, SC可以封闭抗体的铰链区, 因
抗体铰链区是最易被蛋白酶消化的区域, 故SC
的结合可以保护抗体使其免遭蛋白酶的降解,
从而确保S I g A在黏膜免疫防御中发挥重要作
用[7]. 还有研究表明, 在黏膜表面的感染中, SC增
强了SIgA的最佳保护作用, 在呼吸道感染的小
鼠模型中, pIgA与重组SC结合之后, 其保护作用
有所提高, 并且这种作用的发挥与保护了抗体

SIgM, 而没有与配体结合的即称为游离SC[12].
4 构成SIgA及其功能
黏膜免疫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生分泌型抗体.
SIgA是20世纪60年代由Tomasi et al 首先发现存
在于外分泌液中的一种抗体, 典型的结构是由2
个单体IgA、1分子J链和1分子SC组成的复合体,
其分子式为(α2L2).J1.SC1. SC以非共价键方式连
接两个IgA单体分子, 并与J链共同组成SIgA, 既
能守卫上皮细胞免遭微生物的入侵, 还可以作
为固有层的“污水泵”, 将与IgA结合的抗原或
微生物转运穿过上皮返回肠腔进行排泄. SIgA
作为黏膜免疫系统的效应分子在呼吸道、胃肠
道和泌尿生殖道的黏膜抗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

分子的氨基酸残基有关[8].

SIgA是相对非炎性物质, 其主要功能及抗感染

2 SC中各种糖链的作用

菌表面与肠上皮细胞结合的特异性位点, 降低

可能的机制是: (1)直接作用于细菌表位, 封闭细

S C分子中包含有各种多聚糖链, 糖基占15%[9]

24%, 有7个N-糖基化位点 , 并都位于SC结构

细菌毒力及或使其丧失黏附能力; (2)与病原微
生物结合形成免疫复合物, 可刺激消化系黏膜

的一侧 , 这些多聚糖链具有细菌复合物潜在

的杯状 “冲洗”黏膜上皮, 利于机体清除; (3)中

的结合位点. 研究发现SC能够结合艰难梭状芽

和病毒、毒素、酶和其他生物活性抗原使其失

孢杆菌毒素A, 并能保护肠Coca-2细胞避免被毒

去活性; (4)调理黏膜多形核白细胞(PMN)和吞噬

素损伤, 维持Coca-2细胞的跨上皮电阻(TER)及

细胞的吞噬功能及结合抗原形成免疫复合物有

完整性, 还可以结合致病性大肠杆菌, 抑制其在

利于吞噬清除; (5)与补体和溶菌酶共同作用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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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细菌; (6)介导抗体依赖细胞介导性细胞毒性

泌型免疫球蛋白的生成, 但可以竞争SpsA与SC
[23]

(ADCC)作用, 通过ADCC杀灭病原微生物.

结合位点的结合 . 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
CF)是一种侵犯多脏器的遗传性疾病, 肺和消化

5 游离SC的作用

系为主要的受累脏器. Marshall et al [24]研究发现,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游离SC(FSC)

C F患者痰中S C水平比正常者及哮喘患者高,

可以直接参与机体的非特异性免疫防御, 阻止

但其结构及功能存在缺陷, 并且研究发现, 在

腹泻与感染的发生. 肠致病性大肠杆菌(EPEC)

p I g R基因敲出小鼠比正常鼠更容易受到分歧

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婴幼儿腹泻及死亡的重要病

杆菌感染 [25].

原体, 研究发现, 游离SC可以抑制EPEC对HeLa

6.2 SC与肠道感染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毒素及细

细胞的侵袭与黏附[13], 而Bessler et al [14]发现游

菌储存库, 人体的肠腔不断与细菌、病毒、毒

离SC可以和细菌的表面蛋白相互作用抑制鼠伤

素和外来异物等接触, 为了阻止有害物质入侵

寒沙门氏菌对HeLa细胞的侵袭与黏附. 另外也

肠道, 被认为是黏膜免疫核心的SIgA发挥了重

有研究报道, 游离SC阻止艰难梭状芽孢杆菌的

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对SIgA的研究深入, SC在

黏附及结合其毒素避免感染的发生[9]. 即使在新
生儿唾液中, SIgA、游离SC就可以被检测到[15],
研究发现人乳中的成分如游离SC及乳铁蛋白能
够与福氏及宋氏志贺菌结合阻止新生儿痢疾的
发生

[16]

.

肠道的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贾第鞭毛
虫是引起腹泻的一种常见寄生虫, SC能明显抵
抗贾第鞭毛虫感染[26], 近来报道SC也可以抵御
十二指肠钩虫感染[27], 并且是抵抗EPEC, 梭状
芽胞杆菌和溶组织阿米巴病原体的重要防御素,
对阻止呼肠病毒侵袭也起关键作用[9,13,28].

6 SC与疾病的研究
6.1 SC与呼吸道疾病 SIgA水平低下的新生儿易
患呼吸道, 消化系感染. Pilette et al [17]报道在严重
慢性阻塞型肺气肿(COPD)的患者, 大气道及小
气道上皮细胞SC的表达水平均明显降低, 并分
别与中性粒细胞浸润及气流阻塞有关. 进一步
在体外进行研究发现, 多形核白细胞(PMN)的丝
氨酸蛋白酶可以降解PIgR/SC, 但激活的PMN却
能通过核因子NF-kB及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P38MAPK)途径增加支气管上皮细胞PIgR/SC
[18]

的表达 . 也有学者报道因缺乏SIgA, 不能中和
和或制止过敏原的吸收, 易发生哮喘, 15-脂氧酶
-1在哮喘患者气道中表达增加, 而在哮喘中诱导
15-脂氧酶-1产生增加可能是导致变应性致敏及
诱发气道炎症的重要原因, 其机制很可能是通过
[19]

抑制了第一线黏膜免疫的SIgA水平而产生的 .

溶组织内阿米巴滋养体可以产生大量半胱
氨酸蛋白酶, 被认为是其导致肠道炎症的重要致
病因子之一, 可以降解SIgA1、SIgA2, 结合SC, 游
离SC的水平, 而分泌型IgA2抵御溶组织阿米巴
滋养体的能力比分泌型IgA1更强, 更能在此疾病
中发挥对肠黏膜的保护作用[29]. Almogren et al [30]
也报道SC与IgA的结合方式在SIgA1与SIgA2之
间可能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么相似. 特定基
因敲除技术的发明为人们验证某种基因表达的
蛋白质功能提供另一种新的方法. 研究证实[31],
pIgR基因敲除小鼠肠内的细菌更容易易位到肠
系膜淋巴结内, 由于缺乏转运, 血清SIgA的水平
明显升高. Wijburg et al [32]也报道PIgR基因敲除
小鼠比正常鼠更容易感染鼠伤寒沙门氏菌.
6.3 SC与其他疾病 在出血性休克[33], 严重烧伤[34]
及蛋白营养缺乏 [35]等一些危重疾病中, 肠黏膜

I L-8是中性粒细胞的趋化因子, 研究证实

免疫功能低下, 肠SIgA的水平明显下降. 在胆道

SC能够结合气道IL-8使其功能失活[20]. 近来研究

阻塞疾病中, 分泌型IgA的转运受到阻碍, 则在

发现, 人游离SC, 结合SC均具有与肺炎链球菌表

小肠上部内分泌型IgA的水平降低, 而在肝转移

面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结合蛋白(SpsA)结合的

癌症时血清IgA的水平上升. 由此可见, 血清中

特性, 并依赖于人SC的D3, D4区域与位于SpsA

的I g A多聚体通过肝胆系统进入小肠上部将使

第198位及203位氨基酸之间六肽模序结构相结

此处I g A的总量增加, 增强局部免疫防御机制.

合, 但在体外实验中, 小鼠、大鼠及兔子的SC却

在一些肝脏疾病如酒精性肝硬化的情况下, 肠

[21-22]

. 研究发现

SIgA及SC的表达水平均明显降低[36]. 而SC 表达

C9A噬菌体包含一段特殊的肽序列, 既能与游离

缺乏的小鼠外分泌腺中S I g A的水平明显减少,

分泌片结合也能与结合免疫球蛋白的分泌片结

位于眼下的哈德(氏)泪腺是禽特有的免疫器官,

合, 能够利用pIgR进行跨细胞转运而不影响分

分泌特异性抗体, 在上呼吸道免疫方面具有重

不能与肺炎链球菌SpsA相结合

www.wjgnet.com

295
■相关报道

国外对SC的基因
及蛋白结构的研
究已较为深入, 有
关其参与机体抵
抗感染的研究较
多.对pIgR基因敲
除小鼠进行研究,
发现比正常鼠更
容易受到细菌感
染.

296
■创新盘点

本文全面阐述了
SC的结构与生理
功能及其临床研
究进展. 较为集中
地阐明了SC的结
构功能及与一些
消化系及呼吸道
疾病的关系.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年1月28日

第17卷 第3期

要作用, 用携带禽流感病毒(AI)血凝素5基因的

位于pIgR基因启动子的第一个外显子区域存在

腺病毒(Ad5)通过眼睛途径免疫动物, 检测泪液

一个干扰素效应元件(ISRE), 作为干扰素的结合

及血清IgA水平及哈德(氏)泪腺中的pIgR mRNA

位点, 通过产生干扰素调节因子-1(IRF-1)上调

水平, 研究发现哈德(氏)泪腺能够产生强烈的针

pIgR基因的表达, 除过这一通路以外, TNF-a还

[37]

. 也有学者证明,

可以通过NF-kB在5'端的结合位点和人pIgR基

SIgA和SC在泌尿系统及黏膜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因启动子的第一个内含子结合促进pIgR mRNA

对AI的黏膜及系统免疫反应
[38-39]

. 但研究也同时发现一

的表达 [49]. 近来研究报道了IL-4上调pIgR基因

些病原微生物发展出借助宿主pIgR, 侵袭宿主

的表达可能与一系列转导及激活位于第一内含

上皮的功能, 如2-型单纯疱疹病毒及EB病毒等.

子的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6(STAT6)位点有

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50]. IL-1b上调pIgR基因的表达的信号通路到

7 SC的调节

目前研究还没有被证实, 但考虑很可能与TNF-a

由于每分子S I g A的转运都需要消耗一分子的
SC, 因此, 调节SC的表达对于维持肠黏膜SlgA
的稳定发挥黏膜防御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40]. 人
pIgR基因位于1q31-32, 包含11个外显子和10个
内含子, 启动子区有干扰素调节因子-1(IRF-1),
干扰素效应元件(ISRE), AP-1, NF-kB及类固醇
激素等结合位点, 其转录诱导因子的结合位点

诱导pIgR基因表达增加的通路比较相似[51]. 在
人类结肠癌细胞系Caco-2中与pIgR基因启动子
中的E-b o x主要的结合蛋白已经鉴定出来是一
个异源二聚体:上游刺激因子1(USF 1)和上游刺
激因子2(USF2)[52], USF1, USF2与E-box结合后均
可上调pIgR基因的转录[41]. 有研究者认为pIgR
基因的转录调控受多种转录因子的相互协同参

在5'端, 位于第1外显子和第1内含子中. 研究者

与, 在炎症和免疫反应中, 一些基本的调节因子

利用点突变技术发现, 人pIgR基因的第71位氨

如USF1, USF2等与可诱导的因子如IRF-1, NF-

基酸和小鼠pIgR基因的第74位氨基酸处有一个
E-box序列, 该序列对于基因的转录激活是必需
[41]

的 . 研究发现饮食中添加一些特殊成分与pIgR
基因的表达变化存在相关, 食物中添加果糖寡
聚体能明显上调pIgR基因的表达[42]. 体外培养细
胞发现, 牛乳腺上皮细胞经脂多糖(LPS)处理后,
pIgR mRNA的表达在处理后3 h增加而6 h恢复

kB和STAT6等相互作用共同上调pIgR基因的转
录 [41] . 双链R N A(d s R N A)是To l l样蛋白受体
3(TLR3)的配体, LPS是TLR4的配体, 研究发现
dsRNA而非LPS可以提高人肠上皮细胞HT-29的
TLR3 mRNA及TLR4 mRNA水平, 而后通过NF[53]
kB途径提高pIgR mRNA的表达 .

到正常水平[43]. 糖皮质激素能够明显上调大鼠小

8 结论

肠pIgR mRNA及肠上皮细胞IEC-6 pIgR mRNA

随着近年来人们对黏膜免疫损伤在疾病过程中

的表达, 并且糖皮质激素-DNA反应元件位于紧

所扮演的角色进一步认识, SIgA的作用被凸现

靠pIgR基因5'-上游区域, 但因为糖皮质激素同

出来, 已成为黏膜免疫领域的一个焦点. 作为

时可以抑制几种炎症因子如TNF-a, IFN-g和IL-4

SIgA的重要组成部分, SC参与多重分子机制使

等的合成, 而这些炎症因子却可以上调pIgR基

他们在黏膜免疫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另外

因的表达. 因此糖皮质激素在pIgR基因合成调

SC独特的结构及生物化学特性使得其能够单独

节中所扮演的最终角色可能更为复杂[44].

而出色地行使其功能. 尽管目前, 有关SC结构、

Pal et al [45]报道呼肠病毒能够促进肠上皮细

功能、表达调节及其与临床疾病关系的研究已

胞HT-29细胞pIgR mRNA及蛋白的表达, 而这种

取得较大的进展, 但迄今为止, 有关SC在疾病演

作用可能与其激活N F-k B有关, 并且在抑制钙

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受影响的机制及其调控

蛋白酶后, 这种作用消失. pIgR mRNA在IFN-g,

的网络还知之甚少, 相信随着人们对SC结构、

TNF-a, IL-1b和IL-4等一些细胞因子作用下表

生物学功能及其临床研究的进一步揭示, 必将

[40,46-48]

达增加

. Cox et al

[40]

研究发现, 颌下腺细胞

HSG及结肠上皮细胞HT-29在经过IFN-g, IL-4单

给新药、疫苗的研发以及临床防治SC表达异常
的疾病带来广阔的前景.

独或同时处理48 h之后, pIgR mRNA的表达水平
明显升高. 而最近这些细胞因子如何调控pIg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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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gulating method on behavior and gastric
tissue of stressed rats induced by constantly
squeezing their tails.
METHODS: Thirt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and Chaihu
Shugansan group (n = 10). The animal model of
www.wjgnet.com

stressed was established by constantly squeezing
their tails for 4 wk. Mean while saline, Chaihu
Shugansan decoction were administered respectively to three groups by gavage. The animal’s
general situation and amount of food and water
intake were observed daily, body weight was
measured weekly, and histopathologcal tests of
stomach were performed four weeks later.

■背景资料

应激与胃肠道心
身疾病起病及症
状的发生密切相
关, 在中医学属于
情志致病范畴, 临
床上疏肝理气法
治疗胃肠道心身
疾病具有较好的
疗效, 但其作用机
制尚不清楚.

RESULTS: Rats in model group showed margination, pad batch, decline in excitement,
activity and fight, getting sluggish, blunted in
responsiveness, loose and withered hair. The
above manifestations in Chaihu Shugansan
decoction were not so marked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The amount of food and water
intake was less in model group than control
group (the fourth wk: 22.0 ± 1.51 vs 25.70 ± 1.4,
10.33 ± 0.84 vs 11.29 ± 0.29, both P < 0.05), while
the amount of food and water intake was more
in Chaihu Shugansan group than model group
(the fourth wk: 24.27 ± 2.3 vs 22.0 ± 1.51, 11.71 ±
1.26 vs 10.33 ± 0.84, P < 0.05). Weight gain was
significantly slower in model group than control
group (P < 0.05), but weight gain was greater in
Chaihu Shugansan group than model group, but
no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CONCLUSION: The method of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gulating method not only alleviates
depression, poor appetites and antagonized
the weight loss, but also improves histology of
stomach. It has certain both physical and mental
effects against psychological stress.
Key Words: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gulating method;
Stress; Rats; Behavior; Gastric histology
Ling JH, Zhang YQ, Liang G, Wei LM, Chen YQ, Liu YL,
Li YJ. Effect of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gulating method
on behavior and gastric histology in ra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299-302

摘要
目的: 观察疏肝理气法对夹尾应激大鼠行为
学及胃组织学的影响.
方法: 30只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

■同行评议者

刘绍能, 主任医
师, 中国中医科学
院广安门医院消
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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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理气法治疗
胃肠道心身疾病
的机制尚不清
楚, 可能与其对抗
应激所致的躯体
性的和心理性的
双重影响而发挥
“心身同治”作
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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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疏肝散组, 每组10只, 对后二组大鼠进行
夹尾激惹刺激持续4w k, 并分别给予生理盐
水、柴胡疏肝散水煎剂灌胃, 每日观察其一般
情况，进行饮食饮水量的测定，每周进行体
质量的测定，4w k后观察大鼠胃大体情况及
进行组织学检查.

献[2]加以改进, 采用夹尾激惹刺激法制造大鼠

结果: 夹尾激惹刺激大鼠4 wk, 模型组出现了靠
边、扎堆状, 兴奋性及活跃程度下降, 打斗减
弱, 活动相对迟缓、反应迟钝, 毛发蓬松枯黄、
不顺等现象, 而柴胡疏肝散组上述表现则较不
显著. 模型组大鼠饮水量、食量较正常对照组
显著减低(第4周: 22.0±1.51 vs 25.70±1.4, 10.33
±0.84 vs 11.29±0.29, 均P <0.05), 柴胡疏肝散组
大鼠饮水量、食量较模型组显著增加(第4周:
24.27±2.3 vs 22.0±1.51, 11.71±1.26 vs 10.33±
0.84, 均P <0.05). 模型组大鼠体质量增长显著低
于正常对照组(P <0.05), 柴胡疏肝散组大鼠体质
量增长较模型组增加, 但无显著性差别.

蒸馏水浸泡30 min, 煎煮两次(30 min/次)后, 过滤,

应激模型, 方法是束缚布包止血钳钳夹标记鼠鼠
尾, 立即放开, 每次30 min, 每天2次, 持续4 wk.
经典原方柴胡疏肝散由柴胡、白芍、枳
壳、川芎、香附、甘草组成, 将以上药物按成人
(60 kg/人)临床用药量的10倍, 按1∶5容积比, 用
去渣取汁, 合并滤液加热蒸发, 制成1.41 kg/L水
煎浓缩液(含生药1.41 kg/L), 4℃保存待用.
1.2 方法
1.2.1 给药方法: 30只大鼠适应性喂养1 w k后,
于造模第1天开始灌胃, 正常对照组和模型组
分别予生理盐水灌喂(1.5 mL/100 g体质量), 柴
胡疏肝散组予柴胡疏肝散水煎液灌胃, 每次1.5
mL/100 g, 早晚各1次. 共喂药4 wk.
1.2.2 行为学观察: (1)一般情况: 通过动物的皮
肤毛发、胡须、情绪反应、行为状态、兴奋程
度、活跃状况、睡眠等进行一般情况的观察.

结论: 疏肝理气法能减轻长期夹尾应激大鼠
抑郁、饮食量减低、体质量增长缓慢等情况,
并改善胃组织学, 具有一定的“身心同治”的
抗应激作用.

(2)饮水量及食量测定: 采用饮水(食)量差值测定
法, 每天上午8:00给一定量的水(量筒测量)和食
(天平称量), 于次晨8:00测量剩余量, 两者差值与
大鼠数目的比值, 即为每只大鼠每日饮水(进食)

关键词: 疏肝理气; 应激; 大鼠; 行为学; 胃组织学

量. (3)体质量测定: 于实验前和第7、14、21、

凌江红, 张钰琴, 梁纲, 韦连明, 陈业强, 刘耀利, 李勇杰. 疏肝理

其实验前测值, 即为每只大鼠体质量增长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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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组织学观察: 实验后4 wk即第28 d, 处死大

杂志 2009; 17(3): 29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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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d测量每只大鼠体质量, 每只大鼠每周测值减

鼠, 剖腹留取胃, 打开胃腔观察大体病理改变,
取胃组织, 常规HE染色, 光镜观察组织学改变.
处理并以mean±SD表示,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应激是一种常见的机体对紧急事件的反应状态,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常可导致胃损伤和运动障碍, 与胃肠道心身疾

■创新盘点

该研究发现柴胡
疏肝散水煎剂能
减轻长期夹尾应
激大鼠抑郁、饮
食量减低、体质
量增长缓慢等情
况, 并改善胃黏膜
糜烂和炎症反应.
提示疏肝理气法
具有一定的“身
心同治”的抗应
激作用.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经S P S S13.0软件

0 引言

病起病及症状的发生密切相关[1]. 应激损伤属于

2 结果

中医病因学中的情志致病范畴, 情志内伤最易

2.1 一般情况 夹尾刺激的第1-2周, 实验动物活

伤肝, 导致肝失疏泄而出现肝气郁结病证, 进一

跃多动、较兴奋、易怒引发相互间的厮打、尖

步发展为肝郁脾虚或肝胃不和等, 出现胃肠道

叫, 第3周上述表现更为强烈, 模型组较柴胡疏

症状, 临床上, 疏肝理气法为主治疗慢性胃肠病

肝散组明显. 第3.5周及第4周, 模型组出现了靠

具有较好的疗效, 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本实

边、扎堆状, 兴奋性及活跃程度下降, 打斗减弱,

验以夹尾激惹刺激法制作大鼠应激模型, 观察

活动相对迟缓、反应迟钝, 毛发蓬松枯黄、不

柴胡疏肝散对其行为学及胃组织学的影响, 为

顺, 而柴胡疏肝散组上述表现则较不显著.

疏肝理气法治疗胃肠道心身疾病提供实验依据.

2.2 大鼠饮水量、食量变化、体质量增长情况比
较 应激的早期第1周模型组大鼠饮水量较正常对

1 材料和方法

照组显著增加(P <0.01), 柴胡疏肝散组大鼠饮水

1.1 材料 清洁级8周龄♀Wistar大鼠30只, 体质量

量较模型组显著减低(P <0.01), 后期至第4周, 模

190-200 g(广西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大

型组大鼠饮水量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减低(P <0.05),

鼠随机分成正常对照组、模型组、柴胡疏肝散

柴胡疏肝散组大鼠饮水量较模型组显著增加

组, 每组10只. 除正常对照组外, 其余各组参照文

(P <0.05, 表1). 至第4周, 模型组大鼠食量较正常对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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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三组大鼠饮水量变化情况 (mean±SD, mL/d, n = 10)

表 1

分组

实验前

第1周

第2周

第3周

第4周

正常对照组

22.80±2.00

23.89±1.50

25.43±2.51

26.29±2.25

25.70±1.40

模型组

23.94±1.73

28.56±1.90b

25.40±1.64

25.39±1.01

22.00±1.51b

24.10±2.78

d

25.41±1.07

27.43±3.79

24.27±2.30c

柴胡疏肝散组

 	

26.29±1.29

b

P <0.01 vs 正常对照组; cP <0.05, dP <0.01 vs 模型组.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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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与胃肠道心
身疾病起病及症
状的发生密切相
关, 疏肝理气法的
“身心同治”的
抗应激作用, 为疏
肝理气法广泛应
用于功能性胃肠
病的治疗提供了
依据.

三组大鼠食量变化 (mean±SD, g/d, n = 10)

分组

第2周

第3周

第4周

正常对照组

11.72±1.45

实验前

11.71±0.72

11.22±1.14

11.45±0.96

11.29±0.29

模型组

11.69±1.44

12.05±0.97

11.64±1.54

11.03±1.45

10.33±0.84a

11.20±2.66

11.86±0.54

11.47±1.17

12.39±1.01

11.71±1.26c

柴胡疏肝散组

 	

第1周

a

P <0.05 vs 正常对照组; cP <0.05 vs 模型组.

表 3

三组大鼠体质量增长情况 (mean±SD, g, n = 10)

分组

第2周

第3周

第4周

正常对照组

4.76±5.96

第1周

7.4±7.16

11.8±5.07

14.2±5.62

模型组

3.26±9.88

6.4±9.84

7.7±7.78

8.5±6.36a

柴胡疏肝散组

4.57±12.39

7.2±13.2

10.4±10.02

12.4±10.38

a

P <0.05 vs 正常对照组.

照组显著减低(P <0.05), 柴胡疏肝散组大鼠食量
较模型组显著增加(P <0.05, 表2). 模型组大鼠体
质量增长较缓慢, 第4周时模型组大鼠体质量增
长显著低于正常组(P <0.05), 柴胡疏肝散组大鼠
体质量增长较模型组增加, 但无显著性差别(表3).
2.3 组织学大体观察 正常对照组胃黏膜无明显
潮红、肿胀、糜烂等病变. 模型组大鼠胃残留
饮食物较多, 几乎均可见数个针尖样大小的糜
烂点, 柴胡疏肝散组亦可见残留饮食物、糜烂,
但数量、程度均较模型组轻.
光镜检查: 正常对照组大鼠胃黏膜有轻度淋
巴细胞浸润; 模型组大鼠胃黏膜固有层均有轻、
中度淋巴细胞、嗜酸性细胞浸润, 黏液分泌亢进,
部分腺体扩张, 胃小凹中有大量浆液, 黏膜下层
组织疏松水肿, 胃肌层无明显病理改变, 柴胡疏
肝散组亦可见黏膜轻度炎症反应, 部分也存在黏
液分泌亢进现象, 但程度较模型组为轻(图1) .
3 讨论
强烈的或持续的生理应激与心理应激可以致病,
已成为公认的事实. 消化系统易受内外环境刺
激及情绪的影响, 是心身相关最敏感的器官, 消
www.wjgnet.com

化系统心身疾病的病种和发病率居内科心身疾
病的首位, 但遗憾的是针对性的身心同治原则
在临床工作中依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应激的本质就是对外界刺激的适应过程 [3].
有学者 [4-5]认为祖国医学中, 肝是人体的应激反
应调节中枢, 肝主疏泄的功能可维持和促进全
身气血的正常运行, 调适各脏器对应激的反应,
肝藏血、调节血量的功能可改善微循环, 促使
全身血液在应激状态下重新分布. 可见肝主疏
泄的功能也就类似于应激过程中的“调适”作
用.《玉机微义》讲:“脏气不平, 胜乘相因为病,
怒伤肝, 肝克脾, 脾气不正, 必胀于胃, 名日胜
克”. 沈金鳌曰:“胃病, 惟肝气相乘为尤甚”.
肝失疏泄必然影响脾胃气机的升降出入, 导致
呃逆嗳气、脘腹胀满疼痛、泄泻或便秘等症.
这与临床所见消化系心身疾病高发病率是一致
的. 可以认为肝失疏泄为消化系心身疾病的本
源, 疏肝理气法即为身心同治之法.
本研究采用长期夹大鼠尾部诱导大鼠应激
反应, 通过躯体刺激的方式来诱导并实现心理
性应激, 最终形成相应的病理变化. 结果发现,
应激大鼠的胃黏膜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糜烂和炎

■名词解释

身心同治: 中医
学认为形(形态、
形体、身体、体
质)与神(神志、
神明、神识)是不
可分割的统一体,
他们是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 健康和
疾病都是心理现
象和生理现象共
同作用的结果. 因
此, 诊断、治疗、
护理、宜忌、预
防是因人、因
时、因地制宜的,
既要看到脏腑功
能, 又要看到七情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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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设计合理,
论据充足, 结果可
靠, 具有一定的科
学性、创新性和
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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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鼠胃组织学变化. A: 模型组; B: 柴胡疏肝散组.

症反应, 提示夹尾对大鼠是一种有效的应激源.

脑肠肽有关? 这是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本实验的研究结果还表明, 夹尾应激大鼠皮毛
疏松无光泽, 性情暴躁, 易怒嘶咬, 继而抑郁达
到了“怒伤肝、久则郁”的效果, 符合肝郁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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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物模型[6]. 本研究以柴胡疏肝散为载体, 研
究疏肝理气法的抗应激作用. 结果发现柴胡疏
肝散既有调节应激后大鼠的郁怒和胃潴留增

2

多、饮水量和食量减少、体质量增长缓慢等情

3

绪状态和行为, 同时也具有减轻胃黏膜糜烂和

4

炎症等的胃黏膜保护作用, 说明疏肝理气法能
增强大鼠抗应激的能力, 具有标本同治、身心
兼顾的效用, 与文献一致[7].
本实验通过观察疏肝理气法对夹尾应激大

5
6

鼠行为学及胃组织学影响的情况, 揭示了应激在

7

疾病尤其是慢性胃肠道疾病如胃炎、消化性溃

8

疡、功能性胃肠病等发生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
也揭示了中医疏肝理气法“身心同治”治疗作
用. 这为疏肝理气法治疗消化系心身疾病提供了
理论依据, 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人们承受的精

9

10

神压力日趋增大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疾病在人类
疾病谱中所占的地位日趋重要的当今社会, 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脑肠肽是指存在于胃肠道内分

11

泌细胞、肠道神经系统及中枢神经系统的肽类
激素, 他们作为神经肽或神经内分泌或神经旁分

12

泌物质, 调节着胃肠运动、分泌吸收等复杂的功
能, 并与情绪有关. 中医“肝主疏泄”的功能既

13

与机体情志活动关系密切, 又能助脾胃运化. 中
医肝主疏泄理论与西医脑肠肽理论有着异曲同

14

工, 殊途同归之路, 均注重有机整体, 相互关照,
中医“肝主疏泄”的功能可能是调节脑肠肽的
核心[8-9]. 已有不少研究证明,各种应激可引起体
内脑肠肽含量和功能的变化[10-15]. 那么, 疏肝理
气法“身心同治”的抗应激作用又是否与调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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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胃白念珠菌感染动物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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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Monilia sporus, blastospore, pseudohypha and a bulk of hypha in stomach were
observed in model group. The differences in positive rates upon microscopic and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between mode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Ⅰ were significant (χ2 = 40.763, 40.526, both
P < 0.01). There was als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ositive rate between mode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Ⅱ (χ2 = 58.964, 44.074, both P < 0.01).

Establishment of a mouse
model of stomach infection
with candida albicans

CONCLUSION: By inhibiting immunity and
inducing peptic ulcer, we can establish a mouse
model of stomach with candida albicans infection.

Yao-Hui Ma, Gang-Sheng Wang, Jie-Hua Deng,
Xiao-Guang Zhang, Ai-Xue Wang, Rong-Lian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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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stablish a mouse model of stomach
with candida albicans infection on hypoimmunity
and ulceric mouse.
METHODS: Kunming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 Mice in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0.5 mL 5.5 × 1012 candida albicans suspension by gastric intubation; mice in control
group Ⅱ were given cyclophosphamide (40 g/L)
through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by 0.02 mL per
gram (weight) and lavaged with 0.5 mL 3 g/L
glacial acetic acid; mice in model group were
first lavaged in the same way as control group
Ⅱ, then 2 hours later, were given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with 0.5 mL 5.5 × 10 12 candida
albicans suspension. On day 10, microscopic and
histo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were performed
on stomach tissue of mice. Positive fungi under
microscopy were all cultivated with CHROMagar, and observed.
www.wjgnet.com

■背景资料

念珠菌感染在院
内感染真菌中占
首位, 肠道念珠菌
感染仅次于下呼
吸道占第2位, 以
白念珠菌最多. 由
于临床上高效安
全的抗真菌药物
数目较少, 因此念
珠菌感染常呈致
死病因.

Ma YH, Wang GS, Deng JH, Zhang XG, Wang AX, Si RL.
Establishment of a mouse model of stomach infection
with candida albican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303-306

摘要
目的: 通过降低小鼠免疫力并给小鼠胃肠道造
成溃疡, 建立小鼠胃白念珠菌感染动物模型.
方法: 昆明小鼠110只随机分成3组. 对照组Ⅰ
给予浓度5.5×1012白念珠菌菌悬液0.5 mL灌
胃; 对照组Ⅱ腹腔内注射浓度40 g/L的环磷酰
胺溶液0.02 mL/g体质量, 并用3 g/L冰醋酸溶
液0.5 mL灌胃; 模型组用对照Ⅱ组方法灌胃, 2
h后给予浓度5.5×1012白念珠菌菌悬液0.5 mL
灌胃. 于第10天取小鼠胃组织行真菌镜检、组
织病理检查, 同时取所有真菌镜检阳性胃组织
经念珠菌显色培养基培养, 观察菌落.
结果: 模型组小鼠胃组织内发现念珠菌孢
子、芽生孢子、假菌丝及大量成团菌丝. 模
型组与对照组Ⅰ真菌镜检及组织病理HE染色
阳性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χ2 = 40.763, 40.526,
均P <0.01), 与对照组Ⅱ比较也有显著性差异
(χ2 = 58.964, 44.074, 均P <0.01).
结论: 通过降低小鼠免疫力并造成胃溃疡, 应
用白念珠菌感染可以建立小鼠胃白念珠菌感
染动物模型.

■同行评议者

阴赪宏, 研究员,
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友谊医院
感染暨急救医学
科; 吴建国, 教授,
武汉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病毒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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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置于40 g/L甲醛溶液中固定.
1.2.4 实验小鼠胃外观、真菌镜检及胃取材: 第
10天取对照组Ⅰ、对照组Ⅱ、模型组存活小鼠

303-306

分别为30、34、36只, 按照以上方法解剖小鼠,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03.asp

观察胃外观、黏膜. 并取约大米粒大小胃组织
置于含1滴100 g/L KHO溶液的载玻片上, 放入

0 引言
念珠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 寄生于正常人皮
肤、口腔、肠道、阴道等处, 以消化系带菌率
最高, 约占正常人的30%-50%, 在人体免疫力低
下时, 正常寄生状态的念珠菌大量繁殖并侵入
黏膜引起消化系念珠菌病, 偶自黏膜侵入血液
引起系统播散性念珠菌病. 白念珠菌由寄生菌
转变为致病菌, 并引发黏膜念珠菌病, 导致系统
播散, 其发病原因考虑与机体免疫力低下, 黏膜
受损、白念珠菌定殖数量等有关. 制作小鼠胃
肠道白念珠菌感染动物模型, 可对以上分析提
供客观依据并有助于新药研发等.
1 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普通级昆明小鼠110只, 体质量约25 g,

镜下寻找孢子及菌丝. 同时分别剪取约0.5 cm×
0.5 cm胃壁, 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后, 置于40 g/L甲
醛溶液中固定. 同时取所有真菌镜检阳性胃组
织经念珠菌显色培养基30℃培养48 h, 观察菌落.
所有胃组织取材行HE染色.
统计学处理 胃组织真菌镜检或H E染色中
发现菌丝为阳性, 分别记录对照组Ⅰ、对照组
Ⅱ、模型组真菌镜检、组织HE染色阳性数, 用
模型组与对照组Ⅰ、对照组Ⅱ的阳性率进行比
较, 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χ2检验, α = 0.01.
2 结果
2.1 小鼠胃溃疡形成 对照组Ⅱ灌胃后2 h小鼠胃
体血管扩张、充血, 剖开胃壁见胃内大量褐黄
色食糜, 清理食糜后见胃黏膜溃疡水肿(图1A).

白念珠菌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

胃组织H E染色见胃黏膜细胞内、细胞间水肿,

1.2 方法
1.2.1 白念珠菌菌悬液制备: 取白念珠菌, 经念珠

黄雪峰 et al 通过
喂食白念珠菌发
现白念珠菌在小
鼠肠道定植, 邸琳
et al 用冰醋酸致
大鼠结肠形成溃
疡.

玻片轻压并用吸水纸吸干. 置于普通光学显微

雌雄各半, 购买于河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科真菌室.

■相关报道

60℃电热恒温水温箱中溶解10 min, 取出盖上盖

部份组织缺损形成溃疡(图1B).
2.2 3组小鼠第10天胃肉眼观 对照组Ⅰ胃外观及
黏膜与正常小鼠无明显差异, 对照组Ⅱ及模型

菌显色培养基培养鉴定的白念珠菌大量接种于

组均见胃体缩小, 塌陷, 光泽差, 胃黏膜见水肿,

沙氏培养基上(葡萄糖40 g/L, 蛋白胨10 g/L, 琼

溃疡. 真菌镜检, 对照组Ⅰ有4只小鼠胃组织真

脂15 g/L加蒸馏水), 在37℃恒温培养箱中培养72

菌镜检见少量菌丝; 对照组Ⅱ小鼠胃组织真菌

h. 将培养基表面的白念珠菌菌落溶于少量9 g/L

镜检均未见孢子及菌丝; 模型组有33只小鼠胃

氯化钠溶液中并逐渐稀释成浓度为5.5×1012的

组织真菌镜检发现念珠菌孢子、芽生孢子、假

白念珠菌菌悬液(血细胞计数板计数).

菌丝及大量成团菌丝(图2A).

1.2.2 动物分组及处理: 实验小鼠随机分为三组,

2.3 胃组织HE染色结果 对照组Ⅰ、Ⅱ小鼠胃组

对照组Ⅰ30只, 对照组Ⅱ40只, 模型组40只. 对

织病理HE染色均未见孢子及菌丝. 模型组真菌

照组Ⅰ用浓度5.5×1012白念珠菌菌悬液0.5 mL

镜检阴性的3只小鼠胃的组织病理HE染色未见

给小鼠ig, 然后在标准饲养条件下喂养. 对照组

孢子及菌丝, 胃组织真菌镜检阳性小鼠中, 有28

Ⅱ用40 g/L环磷酰胺溶液0.02 mL/g体质量, 给

只在胃黏膜表面脓疡中及黏膜浅层见大量芽生

小鼠腹腔内注射, 并立即用3 g/L冰醋酸溶液0.5

孢子、假菌丝及菌丝(图2B). 对照组Ⅱ及模型组

mL以对照组Ⅰ方法ig, 然后在标准饲养条件下

组织病理HE染色均发现胃黏膜组织水肿, 部份

喂养. 模型组以对照组Ⅱ方法ig 2 h后给予浓度

结构紊乱及坏死.

5.5×1012白念珠菌菌悬液0.5 mL ig, 然后在标准

2.4 念珠菌显色培养基培养结果 所有真菌镜检阳

饲养条件下喂养.

性胃组织经念珠菌显色培养基30℃培养48 h均生

1.2.3 小鼠胃溃疡观察及胃取材: 2 h随机取对照

长出绿色酵母样菌落. 真菌镜检及HE染色阳性率

组Ⅱ小鼠3只, 断颈处死, 观察胃外观, 沿胃大弯

比较, 模型组与对照组Ⅰ真菌镜检及组织病理HE

剪开胃壁清理食糜观察胃黏膜, 并分别剪取溃

染色阳性率比较均有差异(χ2 = 40.763, 40.526, 均

疡处约0.5 cm×0.5 cm胃壁, 无菌生理盐水冲洗

P <0.01, 表1). 同样, 模型组与对照组Ⅱ也有统计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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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立小鼠肠道白
念珠菌感染动物
模型, 为进一步研
究其感染方式、
致病机制、药物
筛选及开发奠定
基础, 为临床治疗
提供依据.

小鼠胃溃疡形成. A: 胃黏膜溃疡; B: 胃组织HE染色(×100).

A

B

图 2 胃组织真菌镜检(HE×400). A:模型组有33只小鼠胃组织真菌镜检发现念珠菌孢子、芽生孢子、假菌丝及大量成团菌
丝; B:胃黏膜表面脓疡中及黏膜浅层见大量芽生孢子、假菌丝及菌丝.

表 1 模型组与对照组Ⅰ真菌镜检及组织病理HE染色阳
性率比较 n (%)

分组
对照组Ⅰ

真菌镜检
阳性数

HE染色

阴性数

4(13.3)b 26(86.7)

阴性数

阳性数

30(100.0)

0(0)d

表 2 模型组与对照组Ⅱ真菌镜检及组织病理HE染色阳
性率比较 n (%)

分组
对照组Ⅱ

真菌镜检
阳性数

HE染色

阴性数

阴性数

阳性数

0(0)b

34(100.0)

34(100.0)

0(.0)d

模型组

33(91.7)

3(8.3)

8(22.2)

28(77.8)

模型组

33(91.7)

3(8.3)

8(22.2)

28(77.8)

合计

37(56.1)

29(43.9)

38(57.6)

28(42.4)

合计

33(47.1)

37(52.9)

42(60.0)

28(40.0)

2
b
2
d
χ = 40.763, P <0.01; χ = 40.526, P <0.01 vs 模型组.

学差异(χ2 = 58.964, 44.074, 均P <0.01, 表2).

2
b
2
d
χ = 58.964, P <0.01; χ = 44.074, P <0.01 vs 模型组.

黏附于胃肠道的白念珠菌孢子在一定条件
下转变为致病状态的菌丝, 从而引起胃肠道白

3 讨论

念珠菌感染, 也会受到胃肠道局部抵抗力的干

念珠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 正常人体的皮肤、口

扰. 消化系黏膜组织不仅是一种机械性的屏障,

腔、肠道、肛门及阴道等处均可分离出本菌, 其

同时也因其所特有的免疫系统保护机体, 起着

中以消化系(口腔和肠道)带菌率最高, 约占正常

防御疾病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对照组Ⅰ小鼠在

人的30%-50%, 这是念珠菌病内源获得性感染的

自然状态下给予白念珠菌灌胃, 在第10天有4只

根源[1]. 在所有念珠菌感染中以白念珠菌最多[2].

小鼠胃组织真菌镜检见少量白念珠菌菌丝, 但

当机体抵抗力或免疫力降低时, 尤其细胞免疫功

未发现胃组织学上的损害, 说明小鼠胃肠道的

能降低时, 引起真菌感染 . 高凡 et al 给正常小

天然屏障、非特异性及特异性防御系统对白念

鼠腹腔内注射50 mg/kg的环磷酸胺(CP)隔日连

珠菌的生长繁殖有抵御作用. 之前多项研究发

续腹腔注射4-5次, 小鼠自然杀伤细胞细胞活性

现小鼠胃肠道白念珠菌定植, 但未发现其菌丝

出现显著下降, 血清白介素2及肿瘤坏死因子均

相, 也证明了这一点[5-14].

[3]

[4]

出现显著下降, 抗体生成细胞功能显著下降.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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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有利于真菌生长[15]. 本研究用3 g/L冰醋酸溶
液0.5 mL给小鼠灌胃, 2 h后发现胃黏膜溃疡水
肿, 胃组织HE染色见胃黏膜细胞内、细胞间水
肿, 部分组织缺损形成溃疡. 在这种条件下灌胃
白念珠菌菌悬液, 白念珠菌侵入黏膜的机会大大
提高, 本研究的结果在模型组小鼠胃组织见大量
芽生孢子、假菌丝及菌丝验证了以上情况.
本研究模型组小鼠33只胃组织真菌镜检发

2
3
4

5
6

现念珠菌孢子、芽生孢子、假菌丝及大量成团
菌丝, 28只胃组织HE染色可见胃黏膜表面脓疡
中及黏膜浅层见大量芽生孢子、假菌丝及菌丝.
模型组与对照组Ⅰ、对照组Ⅱ的真菌镜检、组
织HE染色阳性率比较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说明
模型组比对照组Ⅰ、对照组Ⅱ小鼠胃白念珠菌
感染率明显增高, 可用于建立小鼠胃白念珠菌
感染动物模型.
本研究提示免疫力低下及消化系溃疡给

7

8

9

10

定植于胃的白念珠菌以大量繁殖和侵入胃黏
膜创造了条件, 使白念珠菌由孢子相转变为菌
丝相, 引起胃黏膜念珠菌感染. 证明了免疫力

11

低下及胃溃疡为胃白念珠菌感染的易感因素,
为临床上免疫力低下患者及胃溃疡患者易出
现消化系念珠菌病提供了实验室依据, 为进一

12

步研究其感染方式、致病机制、药物筛选及
开发奠定基础, 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本研究

13

中对照组Ⅱ及模型组持续胃溃疡、水肿外观
无明显差异, 因此白念珠菌在胃损害中有无加
重损害程度及对胃损害的的愈合有无不良影
响, 有待进一步证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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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cystathionine
gamma-lyase/hydrogen sulfide (CSE/H2S) on
the liver of rats with hepatic cirrhosis at different
stages, so a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H2S plays in
development of hepatic cirrhosis.
METHODS: H2S density in portal vein blood of
model rats with carbon tetrachloride-induced
hepatic cirrhosis was measured on the 15th day,
www.wjgnet.com

the 30th day and the 52th day,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of CSE and CSEmRNA in liver was
measur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y and RTPCR.
RESULTS: The blood H2S density in rats with
hepatic cirrhosi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early-stage, the mid-stage, and the later stage
group than in control group (F = 126.208, P =
0.000). H2S density was on a decline with disease
development (r = -0.777, P < 0.05). The Grey
of liver CSE with hepatic cirrhosis at different
stages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F = 156.04,
P = 0.000). The expression of protein CSE was
enhanced. The expression of CSEmRNA of liver
with hepatic cirrhosis at different stages were all
higher than control (F = 23.927, P = 0.000), and
the expression increased gradually with the disease development.
CONCLUSION: H2S system has an important effect which maintains the state of diastolic blood
vessels o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in
rats with hepatic cirrhosis.

■背景资料

近年实验研究表
明, 机体内源性气
体信号分子一氧
化氮(N O)及一氧
化碳(C O)是重要
的扩血管物质, 对
保持门脉血管的
松弛, 尤其是保
持肝窦的舒张状
态起着及其重要
的作用. NO、CO
在肝硬化的肝脏
血流动力学及门
脉高压的发生发
展中起着重要作
用.内源性硫化氢
( H 2S ) 是 继 N O 、
CO之后发现的又
一新的内源性气
体信号分子. 近些
年, 国内外研究均
发现, 内源性H 2S
在肺动脉高压、
高血压、感染性
休克等心血管系
统的发病中起到
重要的作用, 但在
肝硬化的研究才
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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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内源性胱硫醚-γ-裂解酶
(cystathionine gamma-lyase, CSE)/硫化氢
(hydrogen sulfide, H2S)(CSE/H2S)体系在不同
时期肝硬化大鼠模型上的变化, 以探讨内源性
H2S在肝硬化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方法: 制备四氯化碳诱导的肝硬化大鼠模型,
在第15、30、52天取大鼠门静脉血检测H 2S
浓度, 用免疫组化和RT-PCR方法观察肝组织
CSE mRNA的表达.
结果: 肝硬化早、中、晚期大鼠门静脉血
中 H 2 S 的 含 量 均 显 著 低 于 正 常 对 照 组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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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S的作用机制目
前尚未完全阐明,
但已有的研究结
果表明, 在不需第
2信息分子参与的
条件下, H 2 S很可
能是通过开放的
K AT P 通 道 而 发 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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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08, P = 0.000), 且H2S浓度随着肝脏病变
的加重而逐渐降低(r = -0.777, P <0.05). 肝硬化
不同时期肝组织CSE蛋白的灰阶值均低于正
常对照组(F = 156.04, P = 0.000), 表明CSE表
达增强. 各组CSE mRNA的表达均分别显著高
于正常对照组(F = 23.927, P = 0.000), 且随着
肝脏病变的加重表达逐渐增加.

病过程中的作用.

结论: H2S体系在肝硬化发生发展中起着保持
血管舒张状态的重要作用.

锌、对氨基二甲基苯胺盐酸盐、三氯化铁、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实验大鼠91只由新疆自治区疾控中
心动物研究所提供, 均为同期出生、纯种系、
4-5 w k龄的健康♀S D大鼠(S P F), 体质量约
180-220 g. NaHS为美国Sigma公司产品, 醋酸
三氯醋酸均为国产分析纯; 鼠抗兔C S E多克
隆抗体及S A B C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

关键词: 肝硬化; 大鼠; 门静脉; 硫化氢; 胱硫醚-γ裂解酶
张宁, 郑勇, 王于理, 李睿, 孙侃, 常向云, 陈卫刚, 赵瑾, 李洪安.

工程有限公司; D A B显色剂为D A K O公司产
品; RNA提取试剂TRIzol为美国Invitrogen公
司产品; M-M LV逆转录酶、Ta p酶购自美国

内源性硫化氢在不同时期大鼠肝硬化中的作用. 世界华人消化

Fermentas公司; PCR引物及内参照GAPDH引物

杂志 2009; 17(3): 307-311

均由上海生物工程公司合成, 序列如下: CSE-F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07.asp

5'-AGAATTCTCT CGGGGCAGTT-3', CSE-R
5'-ACTACGTTTGGCGAGCTCAT-3'; GAPDH-F

0 引言

5'-ACCACAGTCCATGCCATCAC-3', GAPDH-R

肝硬化(liver cirrhosis)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肝病,

5'-TCCACCACCCTGTTGC TGTA-3'.

可由多种原因引起. 肝细胞弥漫性变性坏死, 继

1.2 方法

而出现纤维组织增生和肝细胞结节状再生, 这

1.2.1 肝硬化动物模型: 采用CCl4复合因素法建

三种改变反复交错进行, 结果肝小叶结构和血

立肝硬化大鼠模型. 给实验大鼠(81只)s c 400

液循环途径逐渐被改建, 使肝变形、变硬而形

mL/L CCl4棉籽油溶液, 首次注射5 mL/kg体质量,

成肝硬化. 本病早期可无明显症状, 后期则出现

后每隔4天注射一次, 每次3 mL/kg体质量, 共注

一系列不同程度的门静脉高压和肝功能障碍.

射11次, 200 mL/L乙醇溶液作为唯一饮用液体,

近年实验研究表明, 机体内源性气体信号分子

给予高脂高胆固醇饲料. 随机抽取大鼠(10只)为

一氧化氮(NO)及一氧化碳(CO)是重要的扩血管

正常对照组, 同期sc生理盐水, 剂量同实验组, 采

物质, 对保持门脉血管的松弛, 尤其是保持肝窦

用标准饲养方法.根据预实验中肝硬化形成经

[1]

的舒张状态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 NO、CO在

验, 实验组大鼠分3批, 每批27只, 分别在实验的

肝硬化的肝脏血流动力学及门脉高压的发生发

第15、30、52天将大鼠用乙醚麻醉, 剖腹抽取

[2]

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

门静脉血, 分离获得血浆备检.然后处死大鼠, 取

内源性硫化氢(hydrogen sulfide, H 2S)是

大鼠左叶肝组织做HE染色, 显微镜下观察, 依据

继N O、C O之后发现的又一新的内源性气体

严家春 et al [5]的方法病理学确定肝硬化分期.

信号分子, 由L-半胱氨酸在胱硫醚-β-合成酶

1.2.2 门静脉血浆H2S的测定: 采用去蛋白的方法

(cystathionine beta-synthase, CBS)、胱硫醚

见文献[6]. 首先在试管中加入0.5 mL 10 g/L醋酸

-γ-裂解酶(cystathionine gamma-lyase, CSE)作

锌, 然后加入0.1 mL血浆标本, 振荡混匀, 再依次

[3]

用下生成, 受体内代谢途径的调控 , 而H 2S对

加入0.5 mL 20 mmol/L对氨基二甲基苯胺盐酸

CBS和CSE的活性又具有负反馈调节作用. H2S

盐和0.5 mL 30 mmol/L三氯醋酸, 再加入2.5 mL

[4]

具有与NO、CO相似的病理生理学效应 , 比如

蒸馏水补足体积至5 mL, 充分混匀. 6000 r/min

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 舒张血管等. 近些年, 国

离心5 min, 吸出上清液, 用分光光度计在670 nm

内外研究均发现, 内源性H 2 S在肺动脉高压、

处检测吸光度. 根据H2S标准曲线计算上清液中

高血压、感染性休克等心血管系统的发病中起

H2S的含量.

到重要的作用, 但在肝硬化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1.2.3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肝组织CSE表

本研究复制不同时期肝硬化大鼠模型, 分期观

达: 石蜡切片常规脱蜡至水; 30 mL/L H2O2室温

察肝硬化大鼠门静脉血中硫化氢的变化, 并检

孵育5-10 m i n, 以消除内源性过氧化物酶的活

测肝组织中CSE的表达, 以探讨H2S在肝硬化发

性, PBS浸洗5 min; 热修复抗原20 min; PBS浸洗
www.wjgnet.com

张宁, 等. 内源性硫化氢在不同时期大鼠肝硬化中的作用
A

B

C

D

图 1

CSE在不同时期肝硬化大鼠肝组织的表达(DAB×100). A: 正常对照组; B: 肝硬化早期; C: 肝硬化中期; D: 肝硬化晚期.

5 min, 滴加适当比例稀释的一抗(1∶100), 4℃

分析, 所有数据以mean±SD表示, 采用方差分析

过夜. PBS浸洗5 min, 滴加生物素化山羊抗小鼠

进行组间比较, 并使用独立样本t 检验与相关性

IgG工作液, 37℃孵育30 min; PBS浸洗5 min, 滴

分析, P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加试剂SABC, 37℃孵育30 min, PBS浸洗5 min.
D A B显色, 镜下观察控制时间. 蒸馏水充分冲

2 结果

洗, 苏木素轻度复染, 脱水, 透明, 中性树胶封片.

2.1 肝硬化大鼠模型 根据肝细胞变性与增生情

阳性部位在胞质处显棕黄色. 每例切片在低倍

况, 汇管区与小叶间纤维组织增生程度以及假

镜下将视野按十字形分为上、下、左、右、中

小叶形成等指标将大鼠分别确定为肝硬化早期

五个区域, 然后在400倍镜视野下应用Olmpus-

组21只、中期组22只、晚期组20只、正常对照

DP70彩色病理图文分析系统, 测定免疫反应阳

组10只.

性产物灰阶值, 灰阶值越低说明表达越强, 反映

2.2 不同时期肝硬化大鼠门静脉血H 2 S浓度测

细胞内蛋白表达量越多, 以灰阶值来进行量化

定 将数据进行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肝硬化早、

后的统计学分析.

中、晚期组大鼠的门静脉血H 2S浓度均低于正

1.2.4 RT-PCR检测肝组织内CSE mRNA的表达:

常对照组, 并且随着肝硬化进程的发展, H2S浓

使用TRIzol法提取肝脏总RNA, 应用10 g/L的琼

度逐渐降低(F = 126.208, P = 0.000). 同时行相关

脂糖凝胶电泳检查RNA的完整性, 并用紫外分

分析示门静脉血H 2S浓度的降低与肝硬化程度

光光度仪行RNA浓度及纯度测定, A 260/A 280均在

且呈负相关(r = -0.777, P = 0.031), 进一步行组间

1.8-2.0之间说明RNA纯度较高. 应用M-MLV逆

两两比较(表1).

转录酶, 及Oligod(T)15、dNTPs等将总RNA逆转

2.3 不同时期肝硬化大鼠肝组织中CSE蛋白的表

录为cDNA, 然后进行PCR扩增.CSE的PCR反应

达 肝硬化早、中、晚期组大鼠肝组织CSE蛋白

条件: 94℃ 2 min; 94℃ 20 s, 54℃ 45 s, 72℃ 45 s,

的表达见图1, 灰阶值见表2, 从中可以看出肝硬

共35个循环; 72℃延伸7 min. 反应结束后, PCR

化各组大鼠肝组织中CSE的灰阶值都显著低于

产物用20 g/L的琼脂糖凝胶进行电泳分析, 采用

对照组大鼠, 显示CSE的表达增高(F = 156.04, P

Quantity one凝胶成像分析系统计算各个条带的

= 0.000). 行相关分析示, CSE蛋白的表达与肝硬

光密度值, 以CSE/GAPDH比值表示CSE mRNA

化病变程度呈负相关(r = -0.527, P = 0.000).

的相对表达水平.

2.4 不同时期肝硬化大鼠肝组织中CSE mRNA的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
www.wjgnet.com

表达 肝硬化早、中、晚期肝组织中CSE m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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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组大鼠肝组织中CSE蛋白相对表达量与CSE mRNA
相对表达量

GAPDH
CSE
图 2 各组大鼠肝组织中CSE mRNA的表达. 1: 肝硬化早期;
2: 肝硬化中期; 3: 肝硬化晚期; 4: 正常对照组.

分组

n

CSE灰阶值

正常对照组

10

172.85±3.50

0.80±0.08

肝硬化早期

21

166.68±3.78a

0.99±0.23b

肝硬化中期

22

150.94±7.69ac

1.16±0.20bd

肝硬化晚期

表 1 各组大鼠门静脉血浆内源性H2S的浓度 (mean±SD,
μmol/L)

20

134.57±5.28

CSE/GAPDH

acf

1.41±0.29bdf

a

P <0.05, bP <0.01 vs 正常对照组; cP <0.05, dP <0.01 vs 肝硬化早

分组

n

H2 S

期; fP <0.01 vs 肝硬化中期.

正常对照组

10

369.73±43.39

肝硬化早期

21

276.29±24.64b

循环中的作用也已被证实[8]. H2S的作用机制目

肝硬化中期

22

182.82±36.08bd

前尚未完全阐明, 但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不

肝硬化晚期

20

   131.94±23.67bdf

需第2信息分子参与的条件下, H 2S很可能是通

b

P <0.01 vs 正常对照组; dP <0.01 vs 肝硬化早期; fP <0.01 vs 肝

硬化中期.

过开放的K ATP通道而发挥作用[9]. 在血管平滑肌
细胞中, H2S兴奋KATP通道, 增加KATP通道的电流,
使细胞膜出现超极化并使电压门控式L-型钙离

的表达量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F = 23.927, P =

子通道失活, 进而减少胞内游离钙离子的浓度,

0.000), 进一步行组间两两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从而导致血管和平滑肌的松弛和扩张.

且随着肝硬化程度的加重, CSE mRNA的表达显

我们的研究显示: 在大鼠肝硬化早、中、
晚期, 门静脉血中H 2 S的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均

著增加(图2, 表2).

明显下降, 且随着肝硬化进程的发展, H2S浓度
3 讨论

逐渐降低. 肝硬化早、中、晚期组C S E蛋白的

肝硬化是一种由多种致病因素长期或反复作用

表达以及CSE mRNA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均明

于肝脏引起的肝实质弥漫性损害, 使肝细胞变

显增加, 且随着肝硬化进程的发展, 表达逐渐增

性、坏死、再生, 导致肝小叶和肝血管结构的

强. 目前在肝脏研究中, 关于H2S的表达并不一

紊乱, 最终形成假小叶及血管重建, 进一步引起

致. 如于宏伟 et al [10]在结扎大鼠肝动脉诱发肝细

一系列肝功能损害和门静脉高压的临床表现.

胞病变的实验中发现, 随着肝动脉结扎时间延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主要与门静脉系统血流受

长, 血清中H2S浓度随结扎时间延长呈现曲线变

阻以及内脏血流高动力循环有关, 二者均与肝

化, 即肝组织在缺血缺氧初期H2S浓度降低, 当缺

硬化时血管活性物质的代谢紊乱密切相关. 内

血缺氧加重时H2S增加, 而肝细胞出现核溶解或

源性H 2S是继N O和C O之后发现的可以导致血

固缩, 肝细胞失去调节和被调节能力时H2S浓度

[6]

管舒张的第3种气体信号分子 , 在体内具有重

又再次降低. 然而对于H2S在肺纤维化发病机制

要的生理意义. H 2 S作为气体小分子可以自由

的研究中, CSE/H2S也显示了不同的变化: 造模第

通过细胞膜, 作用不依赖于相应的质膜受体, 可

7天CSE酶活性及血浆H2S含量一致降低, 第28天

在CBS、CSE催化下内源性产生, H2S对CBS和

时, CSE酶活性恢复至正常, 而H2S含量明显高于

CSE的活性具有负反馈调节作用. H2S在体内可

对照组, 但是CSE mRNA的含量均是明显升高[11].

能有两种存在形式, 一种以气体形式, 另一种可

我们推测: 在肝硬化时, 肝血管重构使肝组

能以硫氢化钠形式存在. NaHS在体内可解离成

织缺血缺氧, 而内源性H 2 S作为气体信号分子

钠离子和硫氢根离子, 后者与体内可结合生成

首先被消耗, 为维持内环境的稳定, 降低门静脉

H 2S, H 2S和硫氢化钠形成动态的平衡, 据报道,

高压, 减轻血管阻力, 肝组织需要产生更多的内

1/3 H2S在体内以气体分子存在, 2/3以NaHS的形

源性H2S, 可能CSE mRNA的持续高表达在翻译

式存在, 这样, 既保证了H2S在体内的稳定, 而且

水平促进了C S E蛋白的合成, 进而补充机体对

[7]

还不改变内环境的pH值水平 . 肝脏是体内H2S

于H2S的需要, 这种CSE的增加可能是机体的一

生成的主要部位, 对维持循环血液中H2S的浓度

种自我保护机制.有研究显示, H 2S通过下调凋

起到重要作用, 而H2S在调节正常及肝硬化的微

亡抑制因子Bcl-2及NF-κB水平, 激活效应因子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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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pase-3而促进血管平滑肌细胞凋亡[12-13]; 也通
过ERK/MAPK通路抑制细胞核增生抗原的表达,
增强P21Cip/WAK-1而发挥抑制血管内皮细胞肿
胀和平滑肌细胞增殖的作用[14-18]; 通过抑制肺小

10

型、中型肌性动脉中Ⅰ、Ⅲ型前胶原mRNA和
TIMP-1 mRNA表达来降低Ⅰ、Ⅲ型胶原蛋白的
含量[19]. 同时, H2S也抑制了弹性蛋白的合成[20].
凡此种种, H2S抑制了血管重建, 保护了血管. 至

11

12

于CSE mRNA如何被调控, 以及CSE/H2S与其他
气体信号分子之间有无相互调节作用, 均有待
于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13

总之, 内源性CSE/H2S体系参与了大鼠肝硬
化的发病过程, 并表现出了对于肝脏血流的重
要调节作用, H2S在肝脏及其他脏器呈现出来的
功能可能会在治疗各种机体功能紊乱方面开启
一条光明的道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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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破裂的影像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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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食管特殊的
解剖结构和位置
关系, 食管破裂穿
孔后如不及时处
理, 消化液和微生
物可通过食管裂
口外溢, 可发生
胸腔/腹腔急性化
脓性感染、脓毒
血症、感染性休
克等严重并发症.
迅速准确的诊断,
是成功救治的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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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llustrate imaging presentations related
to esophageal perforatio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rapeutic decisions.

■同行评议者

肖恩华, 教授, 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
院放射教研室

METHODS: We studied 21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esophageal injury from June 2002 to October 2008 at our hospital. Ten patients underwent standard chest radiography and 2 patients
were submitted to cervical plain film, while 11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esophageal perforation
were submitted to gastrografin swallow study
(7 with iodine and 4 with barium). Nine patients
underwent row spiral CT examination (2 with
enhancement). Imaging presentation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Chest radiography (n = 10) revealed

hydropneumothorax in 4/10 and pleural effusions in 4/10, and pulmonary infection were
observed in 3/10; Changes of mediastinum were
seen in 7/10 patients, pneumomediastinum in
3 cases, mediastinum widen in 3 cases, and airfluid level in 1 case. Subcutaneous emphysema
in the neck, chest was noted in 4/10. Esophagography (n = 11) demonstrated contrast medium
extravasation in 9/11, indicating a submucosal
contrast medium collection in 4/11, except for 2
cases with negative finding. Enhanced CT scans
(n = 9) revealed periesophageal air and fluid collections with irregular soft tissue masses in 5/11
patients, thicken wall with typical localization
in 4/11, abscess formation in mediastinum or
under diaphragm in 4/11. Contrast-enhanced
CT (n = 2) demonstrated abscess formation with
contrast enhancement of the margins.
CONCLUSION: Esophagography and CT examination are the main diagnosis methods for
suspected esophageal perforation. CT findings
of inflammatory reaction for esophageal perforation are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surgical treatment.
Key Words: Esophagus; Perforation; Radiology; Diagnosis
Wang Y, Deng XB, Jiang K, Wang XY. Imaging
presentations of esophageal perforation.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312-315

摘要
目的: 探讨食管破裂的影像学表现及不同影
像学检查对于临床治疗的意义.
方法: 搜集2002-06/2008-10我院21例临床诊
断食管破裂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其中胸部X
线检查10例, 颈椎X线检查2例, 食道造影检查
11例(其中碘水造影7例, 钡剂造影4例), 9例患
者接受螺旋CT扫描(其中2例增强扫描). 分析
患者的综合影像学表现.
结果: 10例胸片, 发现液气胸4例, 胸腔积液4
例, 3例合并肺部感染; 7例出现纵隔改变, 其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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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纵隔气肿3例, 纵隔增宽3例, 纵隔内气液平
面1例; 4例出现颈、胸壁皮下气肿. 2例颈椎
侧位片中, 1例提示颈前区软组织增厚, 另1例
发现颈部含液气平面囊腔. 11例食管造影检查
中, 除2例碘剂造影阴性外, 9例均表现造影剂
溢出食管外; 4例显示黏膜下造影剂积聚. 9例
CT检查, 5例显示破裂区食管周围可见不规则
软组织影, 内呈气体或液体混杂密度, 4例显示
食管壁局限不规则增厚, 4例显示纵隔或膈下
脓肿形成; 2例增强CT提示脓肿形成, 脓肿壁
环行强化.
结论: 食管造影检查及CT检查是诊断食管破
裂的主要影像学手段, 而通过CT观察组织炎
性改变对于外科治疗方式的选择尤为重要.

10例摄全胸正位片, 除1例胸片表现正常外,
发现液气胸4例, 胸腔积液4例, 其中3例合并肺
部感染; 6例出现纵隔改变, 其中纵隔气肿3例,
纵隔增宽2例, 纵隔内气液平面1例; 4例出现颈
部、胸腹壁广泛皮下气肿(图1). 2例摄取颈椎侧
位片, 1例提示颈前区软组织增厚, 另1例发现颈
部含液气平面囊腔. 11例食管造影检查中, 除2
例碘剂造影阴性外, 9例表现造影剂溢出食管外,
4例显示黏膜下造影剂积聚(图2). 9例CT检查, 5
例显示破裂区食管周围不规则软组织块影, 内
呈气体或液体混杂密度, 4例显示食管壁局限不
规则增厚(含食管癌1例), 其中2例增强检查脓肿
壁显著环形强化. 2例异物导致食管破裂, CT均
清晰显示异物位置、形态(图3-4).

关键词: 食管; 破裂; 放射学; 诊断

3 讨论
王勇, 邓先波, 江科, 王孝英. 食管破裂的影像学表现. 世界华人
消化杂志 2009; 17(3): 3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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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由于食管特殊的解剖结构和位置关系, 食管破
裂穿孔后如不及时处理, 消化液和微生物可通
过食管裂口外溢, 可发生胸腔/腹腔急性化脓性
感染、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等严重并发症.
尽管外科技术和综合治疗不断进步, 病死率仍
高达19.7%[1]. 迅速准确的诊断, 是成功救治的关
键. 本文回顾分析21例食管破裂患者的综合影
像学表现, 探讨食管破裂的影像学表现和各种
影像学检查方法的临床应用价值.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搜集我院2002-06/2008-10临床诊断食管
破裂的患者资料, 共21例. 其中, 男13例, 女8例,
年龄2-70(平均年龄45.0)岁.
1.2 方法 21例患者中, 胸部X线检查10例, 颈椎
平片检查2例, 食道造影检查11例(碘水造影7例,
钡剂造影4例). 9例患者采用Somatom plus 4及

食管破裂常见病因包括: (1)医源性损伤; (2)自发
性食管破裂(Boerhaave综合征); (3)外伤; (4)食管
异物, 包括腐蚀性食管炎; (5)食管内在疾患, 如
肿瘤、憩室、贲门失弛缓症和溃疡等. 本组病
例中仍以食管异物最为常见(9/21), 医源性损伤
次之(5/21), 自发性食管破裂并不少见(3/21), 与
病理性食管破裂发生数相当(3/21). 值得一提的
是, 随着胃镜和经食道心脏彩超检查的普及, 食
管腔内成形术和心脏射频消融术的广泛应用,
医源性损伤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本组5例中, 1例
为内镜下曲张静脉凝胶注射引起, 2例为食管狭
窄球囊扩张术后, 另2例有外科相关手术史.
食管破裂典型临床症状包括呕吐、胸痛
和皮下气肿, 而本组多数食管破裂患者症状体
征并不典型, 如发热、咳嗽、胸闷、气喘、呕
血、吞咽困难, 临床误诊率高, 易与气胸、胸膜
炎、肺部感染、急性心肌梗塞、主动脉夹层、
急性胰腺炎等疾病相混淆. 本组除2例医源性, 1
例异物性, 1例自发性, 1例外伤性食管破裂外,
其余16例均为发病48 h后明确诊断. 而综合研究
表明食管破裂时间超过24 h, 手术修补成功率明

Somatom Sensation 16型CT机, 行常规胸腹CT扫

显降低, 治疗周期明显延长, 死亡率明显增加[2].

描, 其中2例行增强扫描. 对患者的综合影像学

因而及时准确的诊断是成功治愈的关键.

表现进行分析.

作为急诊首选影像学检查方法, X线摄影简
便快捷, 可全面观察呼吸和循环状况. 食管破裂

2 结果

X线征象可概括为: (1)纵隔气肿及皮下气肿; (2)

根据食管破裂病因分为5类, 自发性食管破裂3

纵隔增宽及纵隔内液气平面; (3)胸腔积液; (4)液

例, 医源性5例, 异物9例, 病理性3例(其中食管癌

气胸; (5)肺不张及肺炎. 上述征象缺乏特异性,

2例, 肺癌1例), 外伤1例(锐器穿通伤). 根据食管

无法明确诊断, 且10%以上病例会出现假阴性[3].

破裂部位分, 颈段3例, 胸段15例, 腹段3例.

颈椎侧位检查对怀疑颈段食管破裂患者意义较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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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文回顾分析食
管破裂的综合影
像学表现(应用要
点), 侧重评价不
同检查方法临床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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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自发性食管
破裂, 气胸, 纵隔气
肿, 左侧胸腔积液及
颈胸壁广泛皮下气
肿.

食管破裂穿孔病
情凶险, 临床误诊
率高, 影像学检查
是诊断食管破裂
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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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食管异物致食管破裂CT. A: 食管异物致食管破裂, 食
管周围软组织密度, 内含气体低密度影, 食管异物(鱼刺)清
晰显示; B: CT矢状位重建显示食管壁局限不规则增厚.
图 2 医源性食管破裂, 钡剂
造影示食管下端造影剂外溢.

A

10 cm

B

大, 本组2例颈段食管破裂患者行颈椎侧位检查
均有阳性发现, 颈前软组织肿胀或咽后间隙增

图 4 医源性食
管破裂CT. A: 食管
周围软组织密度
影, 周边可见簇状
分布小气泡, 伴有
左侧胸腔积液及
左下肺不张; B: 保
守治疗后1 wk复
查, 气体密度影消
失, 左下肺不张及
左侧胸腔积液范
围增加. 食管内可
见胃肠减压管影.

宽均提示脓肿形成.
食管造影检查是目前临床确诊的主要手段,
可明确食管裂口的部位, 但常无法准确显示破
裂穿孔的大小范围. 碘水造影由于吸收迅速, 不
会加重纵隔或腹膜炎症反应, 对于重症患者, 不
会产生误吸窒息危险而较钡剂造影使用更为广
泛. 但碘密度低, 排空迅速, 黏膜涂布差, 显影质
量不如钡剂. 本组中2例碘水造影未发现食管破
裂, 1例重复行钡剂造影发现, 1例经C T扫描确
诊. 文献报道, 约25%-50%食管破裂病例, 碘水
造影无法确诊或呈阴性结果[4]; 而使用钡剂造影
即使少量钡剂溢入纵隔亦不会产生严重不良后
果[5], 因而对于临床高度怀疑而碘水造影无法确
定的食道破裂患者, 可考虑重复行钡剂造影.
食管破裂穿孔时, CT典型表现为破裂区食
管周围可见不规则软组织块影, 内见气体或液体
[6]

积聚; 局部食管管壁不规则增厚 . 与食道造影检
查相比, CT空间和密度分辨率高, 对于脂肪间隙
中的小气泡和包裹积液内的少量气体, CT不宜
遗漏病变, 延误诊断; 对于管腔外液体、血肿或
脓肿鉴别, CT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此外CT可
清晰显示食管周围、纵隔及胸腔积液性质及范

异性高[7], 可清晰显示异物位置、形态、大小; 此
外通过多平面重组技术可同时获得横轴位、冠
状位、矢状位影像, 判断异物与气管、血管毗邻
关系. 本组中1例尖锐异物穿通主动脉弓形成囊
状动脉瘤通过CT多平面重组技术发现, 为临床治
疗提供帮助. 而对于术后或外伤患者, 管腔外气
体、液体积聚则无法判断食管破裂是否最近发
生或持续存在, 此类患者应选择食管造影检查.
食管破裂为临床急症, 及时准确的诊断是
成功救治的关键, 需结合临床病史, 根据穿孔病
因、部位、类型, 选择CT或食管造影检查. CT
扫描对于炎性反应程度评估, 指导临床治疗意
义重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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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比分析了
食管破裂的不同
影像学检查表现,
有一定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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骶骨胃肠间质瘤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克隆性及c-kit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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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T是胃肠道
常见的一种间
叶性肿瘤. GIST
大部分来自于
胃(39%)、小肠
(32%)和大肠
(15%), 极少数发
生于胃肠外. 本文
就1例发生于骶骨
GIST的罕见病例,
探讨其组织病理
学特点和c-kit 基
因突变情况, 以期
能够为病理医生
在诊断发生于骨
且其他免疫学表
型特征不明显的
梭形细胞肿瘤时
提供一定的理论
依据. 同时, 对其
进行了克隆性检
测, 以进一步证明
其肿瘤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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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同行评议者

田晓峰, 教授, 大
连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普通外
科

as control. Then, direct PCR sequencing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mutation status of c-kit
gene exons 9, 11, 13, 17. Moreover, a clonality
assay was examined based on X-chromosomal
inactivation mosiacism in female somatic tissues
and polymorphism of phosphoglycerate kinase
(PGK) and androgen receptor (AR) genes.
RESULTS: Microscopically, the sample showed
typical hist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Lesions were
composed of spindle cells arranged in cords,
knit and whirlpool patterns. The cytoplasm of
tumor cells was abundant, and the nuclei were
stafflike or fusiform. Mitosis figure was rare. Immunohistochemically, the tumor cells showed
positive reactions for CD117 and CD34. On
mutation analysis, the c-kit gene mutation was
found in exon 11. The result of clonal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GIST was monoclonal.
CONCLUSION: GIST is a neoplastic lesion. It is
very rare that GIST occurs in sacrum. It is difficult to differentiate from other spindle cell tumors, so it should be diagnos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confirmed by the examination
of c-kit gene amplification and sequencing.
Key Words: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Sacrum; C-kit ; Clonality
Gong L, Zhao JY, Li YH, Zhang L, Han XJ, Liu XY, Zhu
SJ, Zhang W. Clinicopathological observation, clonal
status and c-kit gene mutation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in sacrum.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316-320

AIM: To elucidate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c-kit gene mutation and clonal status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that occurs in
sacrum.

摘要
目的: 探讨发生于骶骨的胃肠间质瘤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GIST)的临床病
理学特点、c-kit 基因突变情况及克隆性.

METHODS: After the sample was confirmed
by histopatholog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genomic DNA was isolated from the les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fibrous connective tissue

方法: 手术切除标本经常规H E染色和免疫
组化染色观察确诊后, 应用显微切割技术分
离病变及病变周围纤维结缔组织, 提取基
因组D N A, 再进行c-k i t 基因外显子9、11、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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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和17的P C R扩增和测序. 同时利用女性
X染色体失活的嵌合性和磷酸甘油酸激酶
(phosphoglycerate kinase, PGK)和雄激素受体
(androgen receptor, AR)基因位点的多态性进
行克隆性检测.

复发作. 1 mo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大便困难, 无便

结果: 光镜下瘤细胞主要为梭形, 呈束状、编
织状或旋涡状排列; 胞质丰富, 嗜酸性或中
性; 细胞核杆状或长梭形, 核分裂像罕见. 免
疫组化标记瘤细胞表达CD117和CD34强阳性.
PCR产物直接测序检测揭示c-kit 基因外显子
11有突变发生, 而外显子9、13和17均无突变.
克隆性检测结果示GIST为单克隆性病变.

张, 皮温正常. 左小腿外侧及左足背浅感觉减退,

结论: G I S T是肿瘤性病变; 发生于骶骨的
GIST的诊断需要通过免疫组化来确诊, 并行
c-kit 基因扩增的检测以及测序进一步证实.

一抗体包括针对CD34、结蛋白(Desmin)、神经

血、肛周疼痛, 服用“番泻叶”后缓解. 现再次
出现大便困难, 为求进一步诊治, 遂来我院就诊.
X线示: 骶骨病变. 并行CT检查. 专科查体: 骶尾
部无明显压痛及扣击痛, 局部无包块, 浅静脉怒
双下肢肌力正常, 会阴部浅感觉尚可. 术中所见:
S1椎体有软组织包块, 质软, 色暗红.
1.2 方法
1.2.1 免疫组织化学: 应用链霉菌抗生物素蛋白
-过氧化酶(SP)试剂盒(KIT9730, 福州迈新生物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按厂家说明书进行. 所用第
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神经纤维(NF)的鼠抗
人mAb和CD117、S-100蛋白、平滑肌肌动蛋白
(SM-actin)及HMB45的兔抗人多克隆抗体以及

关键词: 胃肠间质瘤; 骶骨; c-kit 基因; 克隆性
巩丽, 赵建业, 李艳红, 张力, 韩秀娟, 刘小艳, 朱少君, 张伟. 骶

波形蛋白(vimentin)的鼠抗猪mAb. 以上试剂均
购自迈新公司.

骨胃肠间质瘤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克隆性及c-kit 基因突变分

1.2.2 激光显微切割和DNA提取: 所送标本石蜡

析.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 316-320

包埋后制备10 µm切片8张, 黏附在激光纤维切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16.asp

割仪专用的切片上, 并将组织裱在有膜的一面.
HE染色后, 将切片(表有组织的一面朝下)固定

0 引言

在显微镜下并确定好所需要的病变, 即可进行

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切割, 切割的样本通过重力作用会自动落入选

G I S T)是胃肠道最常见的间叶源性肿瘤, 起源

择好的收集管. 同时, 取肿瘤周围软组织作为参

于表达c-kit (C D117)的C a j a l间质细胞 , 被认
[1]

照样本, 然后再利用QIAamp DNA提取试剂盒

为是一种胃肠道原发性、非上皮性、非淋巴

(Qiagen GmbH, Germany)按照说明书提取基因

性、非平滑肌和非神经鞘瘤的肿瘤. 其中, 胃

组DNA.

(60%-70%)、小肠(20%-25%)、直肠和食管约

1.2.3 PCR扩增和测序: 选择c-kit基因外显子9、

5%, 极少部分见于十二指肠甚至腹腔内的网
膜、肠系膜[2]. 但发生于骨的GIST极其罕见, 我

11、13和17的寡核苷酸引物用于PCR扩增, 序
列见表1. PCR循环参数: 95℃预变性2 min, 95℃

们查阅PubMed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

变性30 s, 退火40 s, 72℃延伸30 s, 共35次, 最后

据库, 仅有1例发生于骶区的GIST转移至脑的报

72℃延伸5 min. PCR产物送上海生物工程有限

[3]

道 . 因此, 我们就1例发生于骶骨GIST的罕见
病例, 探讨其组织病理学特点和c-kit 基因突变情

公司纯化并测序.
1.2.4 克隆性检测: 磷酸甘油酸激酶(phospho-

况, 以期能够为病理医生在诊断发生于骨且其

glycerate kinase, PGK)和雄激素受体(androgen

他免疫学表型特征不明显的梭形细胞肿瘤时提

receptor, AR)位点的克隆性检测参照以前的方

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同时, 对其进行了克隆性检

法进行 [4]. 即P G K基因多态性表现为在甲基化

测, 以进一步证明其肿瘤性本质.

位点下游有一个可以被Bst Ⅺ识别的单核苷酸

1 材料和方法

因多态性表现为其第一外显子的CAG串联重复

1.1 材料 患者, 女, 50岁. 左下肢疼痛3 mo, 大便困

序列(short-tandem repeat, STR)的长度不同, 即

难1 mo. 患者于3 mo前无明显诱因自感左下肢疼

(CAG)n的n 值有差别(11-31), 通过变性聚丙烯酰

痛, 不伴有肿胀、麻木, 无活动受限. 至当地医院

胺凝胶电泳显示 [6] . 具有多态性位点的女性个

就诊, 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给予对症治

体中正常和多克隆增生的组织显示两条带, 而

疗(具体不详), 症状无明显缓解. 后左下肢疼痛反

肿瘤性病变仅显示1条带或以1条带为主 [7] . 电

www.wjgnet.com

多态性位点, 可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显示[5]. AR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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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证实了
GIST的诊断, 同
时分析了其克隆
性, 明确了其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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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kit 基因寡核苷酸引物序列、PCR产物大小和退火温度

c-kit 外显子

序列(5'-3')

9(F)

5'- TCC TAG AGT AAG CCA GGG CTT T-3'		

9(R)

5'-TGG TAG ACA GAG CCT AAA CAT CC-3'

11(F)

5'- CTG AGA CAA TAA TTA TTA AAA GGT GA-3'

11(R)

5'-TTA TGT GTA CCC AAA AAG GTG ACA-3'

13(F)

5'-GCT TGA CAT CAG TTT GCC AG-3'		

13(R)

5'-AAA GGC AGC TTG GAC ACG GCT TTA-3'

17(F)

5'-TAC AAG TTA AAA TGA ATT TAA ATG GT-3'

17(R)

5'-AAG TTG AAA CTA AAA ATC CTT TGC-3'

图 1

患者CT检查.

PCR产物大小(bp)

退火温度 (℃)

283

56

227

60

193

60

228

56

A

A

B

B

图 3

免疫组化标记瘤细胞表达. A: CD34; B: CD117.

2.2 病理学观察 灰红、灰白不规则组织一堆. 总
体积4 cm×2.5 cm×0.5 cm, 切面灰白, 质中. 光
镜下瘤细胞主要为梭形, 呈束状、编织状或旋
涡状排列, 胞质丰富, 嗜酸性或中性; 细胞核杆
图 2 在光镜下骶骨胃肠间质瘤的临床病理学特点.

泳结果观察分别用U V P凝胶分析系统(U V P,
Cambridge, UK)和光学照相记录数据, 用相应软
件(LabWorksTM, UVP)比较Hpa Ⅱ或Hha Ⅰ消化
前后一对等位基因扩增产物的强度差异, 其中1
条带可比强度减弱达50%以上时才被认为有意

状或长梭形, 核分裂像少见(图2). 免疫组化标记
瘤细胞表达C D34(图3A)、C D117(图3B)和Vimentin, 不表达Desmin、SM-actin、SC-actin、
NSE、NF、HMB45和S-100.
2.3 c-kit 基因外显子9、11、13和17的PCR扩增和
突变的检测 c-kit 基因外显子9、11、13和17 PCR
产物经2 g/L琼脂糖电泳结果显示, 在283 bp、

义, 即X染色体失活嵌合性丢失[8].

227 bp、193 bp和228 bp处均有1条带(图4), 进一

2 结果

外显子11经PCR直接测序检测揭示有突变外, 即

2.1 患者CT检查结果 CT示骶1椎体一类圆形低

103 bp处开始有12 bp(AAC AAC CTT CCA)的缺

密度影, 境界相对清楚(图1).

失, 余外显子9、13和17均无突变.

步证实了病变为GIST的诊断. 另外, 除c-kit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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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丽, 等. 骶骨胃肠间质瘤的临床病理学特点、克隆性及c-kit 基因突变分析
227 bp 193 bp 283 bp

228 bp

失了还是骨原发的呢? 如果是原发的, 其起源又
作何解释呢? 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500 bp

克隆性增生是多数肿瘤性病变的特征[10], 通
过克隆性分析技术, 即可判断一个病变的性质.
PGK和AR位点的克隆性检测是基于女性体细胞

图 4 c-kit 基因的琼脂糖电泳结果.

组织的X染色体失活嵌合性, 即所有女性体细胞
A

1

2

B 1

2

图 5 PGK和AR基
因位点的凝胶电泳
图. 1: 酶切前; 2: 酶
切后; A: PGK基因;
B: AR.

2.4 克隆性检测 所有检测组织在PGK和AR位点
的凝胶电泳图上均表现为2条带, 有多态性. 其中
肿瘤组织经限制性内切酶Hpa Ⅱ和Hha Ⅰ酶切后
上带均消失, 只保留下带(图5), 均显示出X染色
体失活嵌合性丢失, 证明为肿瘤性病变. 而周围
纤维结缔组织在酶切前后两条带密度无明显改
变. 这表明, 所有肿瘤组织均为单克隆性病变.

的2条X染色体中的一条在胚胎发育早期必须通
过永久甲基化而随机灭活, 另一条保持遗传活
性 [11]. PGK基因多态性表现为在甲基化位点下
游有一个可以被Bst Ⅺ识别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
点, 酶切后可经琼脂糖凝胶电泳显示[5]. AR基因
多态性表现为其第一外显子的CAG短串联重复
序列(short-tandem repeat STR)的长度不同, 即重
复次数有差别(n = 11-31), 可通过变性聚丙烯酰
胺凝胶电泳显示[6]. 具有多态性位点的女性个体
中正常组织以及反应性增生的组织都属于多克
隆性细胞构成, 显示两条带. 而肿瘤性(单克隆)
病变仅显示一条带或以一条带为主[7].
GIST是近年提出的一种间叶性肿瘤, 关于

3 讨论
GIST是胃肠道常见的一种间叶性肿瘤. 国外文

其克隆起源, 文献上未见报道. 我们曾对1例发

献报道每年发病约为10-20/100万, 多发生在40

生于腹膜的多发性GIST进行了克隆性分析, 结

岁以上, 儿童罕见, 男女之比为3∶1 . GIST大部

果证明, GIST属于单克隆性, 多发性胃肠间质瘤

分来自于胃(39%)、小肠(32%)和大肠(15%), 极

起源相同, 即起源于同一个细胞[12]. 此例克隆性

少数发生于胃肠外. 而发生于骨的更为罕见, 仅

检测结果与其一致, 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其肿瘤

[2]

[3]

有1例发生于骶区的GIST转移至脑的报道 .

性本质.

G I S T的诊断主要依赖于组织病理学和免
疫组化表型, 其中最主要的免疫组化特点就是
肿瘤细胞CD117和CD34染色阳性. 根据文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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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s of human
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3 (RUNX3),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and
microvascular density (MVD) using gastric
cancer tissue microarray and their significance.
METHODS: Gastric cancer tissue microarray
was prepared, and the expressions of RUNX3,
VEGF and MVD were detected using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80 gastric cancer cases proved
pathologically.
RESULTS: RUNX3 expression was classified
as negative 46.3% (37/80), weak positive 35.0%
(28/80) and strong positive 18.7% (15/80) respectively; VEGF was strongly expressed in
47.5% (38/80), weakly in 30% (24/80) and negatively in 22.5% (18/80). A positive reaction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cytoplasm. MVD was
lower in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RUNX3 than
the negative expression; MVD in the positive
www.wjgnet.com

expression of VEGF was greater than the negative expression. The expression of RUNX3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VD (rs = -0.742, P
< 0.01), and the expression of VEGF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VD (rs = 0.683, P < 0.01).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VEGF increased
gradually in negative expression and weak positive but decreased gradually in strong positive
of RUNX3. The expression of RUNX3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VEGF (rs = -0.333, P < 0.01).
CONCLUSION: RUNX3 may inhibits the expression of VEGF by some mechanism and reduces the angiogenesis, growth, and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combined detection of RUNX3,
VEGF and MVD can estimate the biological
behaviour and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more
exactly.
Key Words: Gastric cancer; Tissue microarray;
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3;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Microvascular density
Fu J, Zhang X, Wang J.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RUNX3, VEGF and MVD and their significance using
gastric cancer tissue microarray.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321-325

■背景资料

人类runt相关转
录因子3(RUNX3)
基因属于RUNT
家族成员, 参与
胚胎发育过程
中细胞基因表
达的调控. 人类
RUNT家族包括3
个RUNT基因, 分
别为RUNX1、
R U N X 2 、
RUNX3. 其中
RUNX3是最小
的, 是哺乳动物
RUNT家族进化
的基础, 对其研究
也是最少的. 近年
来研究发现, 在
许多肿瘤中存在
RUNX3基因的异
常, 其抑癌机制尚
不完全清楚, 可
能作为TGF-β传
导通路中的一个
重要环节, 参与
TGF-β上皮细胞
生长的负调控作
用.

摘要
目的: 探讨胃癌组织芯片中RUNX3、VEGF表
达与MVD的相关性及其意义.
方法: 采用组织芯片技术建立经确证80
例胃癌的组织芯片, 免疫组化检测芯片中
RUNX3、VEGF的表达及微血管密度计数.
结果: RUNX3在胃癌芯片中表达阳性率分别
为阴性46.3%(37/80)、弱阳性35.0%(28/80)和
强阳性18.7%(15/80); VEGF的表达阳性率分
别为阴性22.5%(18/80)、弱阳性30.0%(24/80)
和强阳性47.5%(38/80), 其阳性表达部位为细
胞质. M V D值R U N X3表达阳性者显著低于
表达阴性者; VEGF表达阳性者显著高于表达
阴性者, RUNX3的表达和MVD之间存在显著
负相关(r s = -0.742, P <0.01), VEGF的表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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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F激活在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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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作用,对于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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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D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r s = 0.683, P <0.01).
VEGF表达阳性率在RUNX3阴性组逐渐增高;
在RUNX3弱阳性组逐渐增高, 在RUNX3强阳
性组逐渐降低, RUNX3的表达和VEGF之间存
在显著的负相关(r s = -0.333, P <0.01).

放入空心蜡模的孔中, 制成6×7组织微阵列并

结论: RUNX3作为一种抑癌基因可能通过某
种机制抑制VEGF的表达减少胃癌的血管新
生、生长和转移; 联合检测RUNX3、VEGF和
MVD的表达, 对把握胃癌生物学行为和预后
有一定的价值.

后, 滴加稀释的一抗RUNX3(1∶100)(北京博奥

关键词: 胃癌; 组织芯片; 人类相关转录因子3; 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 微血管密度

对组织芯片蜡块进行4 μm厚连续切片, 裱褙于
APES防脱片预处理的载玻片上.
1.2.2 染色: 免疫组化均采用SP法, 切片经脱蜡、
酒精水化、微波抗原热修复; 3%过氧化氢阻断
森公司)、VEGF和CD34(北京中杉公司), 4℃过
夜后加二抗, DAB显色, 苏木素复染, 封片. 以
PBS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用已知阳性片作阳性
对照.
1.2.3 结果判定: 在临床病理资料双盲的条件下,
分别由二位病理医师在芯片的实质区选取视
野, 记数肿瘤细胞总数及阳性染色细胞所占比

伏洁, 张煦, 王靖. 应用胃癌组织芯片研究R U N X3、V E G F与
M V D的相关性及其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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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独立判定结果, 最后讨论核实确认. RUNX3
与V E G F的阳性表达为细胞质有棕褐色颗粒;
将阳性表达肿瘤细胞百分比≤l0%记为阴性;
11%-50%记为弱阳性; >50%记为强阳性.

0 引言
胃癌是一类多基因疾病, 癌基因的活化是促使
肿瘤发生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抑癌基因的失活
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起到更加常见、
重要的作用[1-3]. 人类相关转录因子3(human 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3, RUNX3)是新发现
的一个位于1号染色体(1p36.11-p36.13)[4]的肿瘤
抑制基因, 尤其在胃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尤为
重要[11]. 然而肿瘤血管生成受许多血管生成因子
与抑制因子的调节,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是最强有力的血
管生成因子, 在血管新生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
色. 二者与肿瘤浸润、转移及血管新生有密切
关系, 在肿瘤的多步骤演进中起重要作用. 其潜
在的机制尚不清楚, 为证明RUNX3与VEGF之间
的关系, 本实验采用组织芯片和超敏SP免疫组
化法, 检测胃癌中RUXNX3、VEGF的表达与微
血管密度(microvascular density, MVD)的关系及
意义.

1.2.4 MVD测定: 采用CD34抗体标记血管内皮细
胞, 低倍镜下选取微血管数量最密集的视野, 在
200倍视野范围计算3个视野的微血管数目, 取
其平均值作为MVD. 肿瘤区域凡是染成棕色的
单个内皮细胞或内皮细胞簇, 均作为一个血管
计数.
统计学处理 利用SPSS13.0 for Windows统
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MVD数值以mean±SD
计算. 采用χ 2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显著性比较,
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和分类数据相关分析.

P <0.0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R U N X3和V E G F在胃癌芯片中的表达
R U N X3在正常胃腺上皮高表达, 胃癌芯片
RUNX3表达阳性率分别是阴性组46.3%, 弱阳性
组35.0%, 强阳性组18.7%, 阳性表达率逐渐降低;
VEGF在正常胃腺上皮低表达, VEGF表达阳性
率分别是阴性组22.5%, 弱阳性组30.0%, 强阳性
组47.5%, 其阳性表达率逐渐升高, 阳性表达部

1 材料和方法

位为肿瘤细胞胞质(图1), 详细资料见表1.

1.1 材料 收集武威肿瘤医院2006-01/2007-12手术

2.2 胃癌R U N X3、V E G F表达与M V D的关系

切除胃癌的蜡块80例, 术前未接受放疗和化疗.

采用CD34标记微血管清晰, 定位确切. 计数肿

1.2 方法

瘤细胞浸润区域. R U N X3表达阴性组M V D为

1.2.1 制作组织芯片: 复查HE切片, 在HE切片上

50.13±9.28, 弱阳性组为38.21±7.63, 强阳性组

找到肿瘤细胞伏击的区域并对照蜡块的位置作

为19.42±6.89,显著性递减(P <0.05). RUNX3表

标记, 确定取材位点. 用制备组织芯片的模具制

达和MVD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s = -0.742,

作2 mm的空心蜡模, 用内径为2 mm的组织芯片

P <0.01); VEGF表达阴性组MVD为23.24±6.82,

取样器在蜡块的标记位点取出组织蜡芯, 将其

弱阳性组为46.91±7.28, 强阳性组为51.31±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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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 1 RUNX3和
VEGF在胃癌芯片
中的表达(40×). A:
RUNX3表达强阳
性; B: VEGF表达强
阳性.

B

表 1

病例信息和RUNX3/VEGF的表达

特征

总数

阴性

n = 80 18/37

表 2

弱阳性

强阳性

24/28

38/15

P

RUNX3、VEGF表达与MVD的关系

n

变量

F &P

MVD

RUNX3

性别

阴性

40 50.13±9.28

男

65

33/15

22/19

12/30

0.461

弱阳

28 38.21±7.63

女

15

4/2

6/5

3/8

0.670

强阳

12 19.42±6.89

≤60

51

24/10

16/14

11/27

0.564

阴性

18 23.24±6.82

＞60

29

13/8

12/10

4/11

0.426

弱阳

24 46.91±7.28

强阳

38 51.31±8.71

年龄/岁

  32

16/7

10/8

6/17

0.732

乳头状

12

3/3

6/3

3/6

0.982

弥漫性

19

9/3

6/7

4/9

黏液性

3

1/1

2/1

0/1

混合性

10

5/3

3/3

2/4

4

3/1

1/2

0/1

VEGF(n )

管状

Lauren's分型
肠型

F = 64.38,

r s = -0.742,

P = 0.00

P <0.01

F = 79.83,

r s = 0.683,

P = 0.00

P <0.01

VEGF

病理类型

印戒

变量与MVD相关性

45

22/10

14/15

10/20

0.281

弥漫型

26

12/6

9/7

5/13

混合型

9

3/2

5/2

0/5

0.952

13/9

8/8

0.037

15/15

7/30

0.004

临床分期
Ⅰ-Ⅱ

29

Ⅲ-Ⅳ

51

8/12
29/6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图 2

强阳性VEGF
弱阳性VEGF
阴性VEGF

23
12

9
5

阴性

10

3
5

6

7

弱阳性
强阳性
RUNX3的表达

RUNX3表达与VEGF表达的相关性.

及到基因的不稳定性, 端粒酶的活化, 癌基因的
8.71, 显著性递增(P <0.05). VEGF表达和MVD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 s = 0.683, P <0.01, 表2).
2.3 胃癌R U N X3和V E G F表达的相关性
V E G F表达阳性率在R U N X3阴性组逐渐增高
(13.5%<24.3%<62.2%), 在RUNX3弱阳性组逐
渐增高(21.4%<35.7%<42.9%), 在R U N X3强
阳性组逐渐降低(46.7%>33.3%>20.0%), 分类
数据的相关分析得出χ2 = 9.178, P = 0.002, 认
为R U N X3和V E G F表达存在线性变化关系;
RUNX3和VEGF表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s

激活, 抑癌基因的失活. RUNX3基因被认为是一
种新发现的抑癌基因, 对胃癌细胞的生长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 对胃黏膜上皮细胞的调控、脊
神经节的神经发育和T细胞分化中都发挥重要
作用 [5-8]. 在人类许多癌细胞株和癌组织中都存
在RUNX3杂合性缺失, 并且与这些癌细胞株或
癌组织中的RUNX3表达下调有关[9]. RUNX3在
正常胃腺上皮表达阳性, 在45%-60%的胃癌中
出现RUNX3基因表达下调或缺失, 推测RUNX3
基因可能是抑制胃癌发生的关键基因[7,11]. 本实

= -0.333, P <0.01, 图2).

验RUNX3和VEGF他们在胃癌组织芯片中的表

3 讨论

并无显著性差异, 但在临床分期方面具有差异

胃癌的发生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多基因参

有显著性, 充分显示了RUNX3在胃癌的发生、

与的过程, 是环境和遗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涉

发展过程中的抑制作用, 以及VEGF促进肿瘤生

www.wjgnet.com

达在性别、年龄、病理类型、Lauren's分型方面

■相关报道

近 两 年 发 现
RUNX3基因对胃
癌细胞的生长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并能阻止其在裸
鼠体内的致瘤性.
而敲除掉RUNX3
基因, 可使鼠胃
黏膜发生异常增
生. 在人类许多癌
细胞株和癌组织
中都存在RUNX3
杂合性缺失, 并
且与这些癌细胞
株或癌组织中的
RUNX3表达下调
有关. 而VEGF是
体内外血管内皮
细胞最主要的有
丝分裂原, 通过选
择性地与血管内
皮细胞膜上高亲
和力的受体结合,
使受体活化, 然后
进一步激活其下
游的相关基因表
达, 刺激内皮细胞
迁移与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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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的不断
深入, RUNX3有
望成为胃癌诊断
的一个新型生物
学指标和基因治
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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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RUNX3和VEGF表达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Li et al [7]发现缺乏RUNX3基因阳性表达的

(P <0.05).

小鼠, 胃黏膜上皮细胞增殖加快并且凋亡受到

本研究提示在形态学方面, RUNX3失活和

抑制, 而且细胞对生长抑制因子如TGF2β表现

V E G F激活在胃癌进程中同时发挥作用, 对于

出拮抗效应, TGF2β又是许多细胞的有效抑制子

潜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必将对胃癌的诊断和

(如上皮细胞、内皮细胞等), 表明RUNX3基因是

治疗带来新的启示. V E G F主要是使内皮细胞

[6-7]

. 研究证实,

分裂增殖、血管构建和升高血管的通透性, 内

RUNX3在很多肿瘤中具有肿瘤抑制作用并且与

皮细胞遗传学上稳定, 突变率低, 针对内皮细

胃上皮细胞生长和增殖的调控者

[10]

肿瘤的浸润、转移及血管新生的关系密切 . 而

胞的药物较少存在耐药性问题. 因此, 我们认

VEGF是体内外血管内皮细胞最主要的有丝分

为RUNX3, VEGF和MVD联合检测有助于胃癌

裂原, 通过选择性地与血管内皮细胞膜上高亲

的监测, 同时抑制两种或多种与肿瘤血管生成

和力的受体结合, 使受体活化, 然后进一步激活

相关的因子, 或者加用抑制肿瘤血管形成的因

其下游的相关基因表达, 刺激内皮细胞迁移与

子, 可以从多个靶点抑制肿瘤血管形成, 指导临

增殖.

床治疗从而产生更好的效果, 对把握胃癌生物

胃癌的生长必须依赖血管的新生, 宿主内

学行为和预后等具有一定的价值. 故可考虑以

皮细胞增殖, 出芽形成新生血管, 向肿瘤方向生

RUNX3为靶点联合VEGF进行胃癌的抗血管生

长, 构建肿瘤血运通道, 为其提供营养并运输代

成治疗, 以他们为靶点的抗肿瘤治疗将具有广

谢产物. 现已公认, 肿瘤血管生成是肿瘤生长和

阔的前景,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RUNX3有望成

转移的必要条件. VEGF是最强有力的血管生成

为胃癌诊断的一个新型生物学指标和基因治疗

因子, 是目前已知活性最强、特异性最高的血

靶点.

管生成因子, 其他血管生成因子大都通过增强
VEGF的表达产生血管生成作用[12].
本实验胃癌V E G F表达阳性率为47.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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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本刊论文出现的外文字符应注意大小写、正斜体与上下角标. 静脉注射iv, 肌肉注射im, 腹腔注射ip,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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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为1/min)÷E%(仪器效率)÷60 = Bq, pH不能写PH或PH, H pylori 不能写成HP, T1/2不能写成tl/2或T1-2, V max
不能Vmax, µ不写为英文u. 需排斜体的外文字, 用斜体表示. 如生物学中拉丁学名的属名与种名, 包括亚属、
亚种、变种. 如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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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因产物用大写正体, 如P16
蛋白. (常务副总编辑: 张海宁 2009-01-28)
www.wjgnet.com

■同行评价

本文选题新颖,
实验方法先进,
实验数据可信,
RUNX3有望成为
胃癌诊断的一个
新型生物学指标,
为胃癌的基因靶
向治疗的提供了
新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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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联合氟马西尼应用于无痛胃镜44例
黄 骏, 吴小薇, 曾 勇

■背景资料

胃镜检查传统方
法经咽喉表面麻
醉或服用多效胃
镜胶后进行, 这种
麻醉方法不能很
好消除咽喉部反
射, 严重者可引起
心血管系统的改
变如血压升高, 心
率增快, 同时也妨
碍医生的检查甚
至诊断. 目前多推
荐无痛胃镜检查
术, 即在一定药物
的作用下使患者
入睡后进行检查,
国内外已有相关
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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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clinical efficacy of diazepam
in combination with flumazenil in painless
gastroscopy.
METHODS: Eighty six patients undergoing painless gastroscopy at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2 mg/kg, iv. of propofol was administrated in groupⅠ(n = 42 cases),
while diazepam 0.2-0.6 mg/kg flumazenil 0.5-1.0
mg was first administrated and then flumazenil
was given in groupⅡ(n = 44 cases). Indicators
such as heart rate, onset time of anesthesia, fixedrate depth of anesthesia, the incidence of choking,
apnea rate were detected during anesthesia.
■同行评议者

董蕾, 教授, 西安
交通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消化内科;
郭晓钟, 教授, 中
国人民解放军沈
阳军区总医院消
化内科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groupⅠand groupⅡ in heart
rate during operation and regaining consciousness time. GroupⅠwas superior to groupⅡin
fixed-rate depth of anesthesia (14.3% vs 34.3%, P
< 0.05), onset time (45 ± 11 s vs 58 ± 13 s, P < 0.05)
and the incidence of choking (11.9% vs 29.5%, P

< 0.05) during operation, but the apnea rate was
higher (54.8% vs 31.8%, P < 0.05).
CONCLUSION: Diazepam in combination with
flumazenil is of high safety and low cost, and the
operation can be carried without an anesthetist,
thus it still enjoys a good application in painless
gastroscopy though with some faults.
Key Words: Diazepam; Flumazenil; Gastroscopy;
Anesthesia
Huang J, Wu XW, Zeng Y.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diazepam in combination with flumazenil in painless
gastroscopy: an analysis of 44 cas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326-328

摘要
目的: 探讨安定联合氟马西尼应用于无痛胃
镜的临床效果.
方法: 我院接受无痛胃镜检查的患者86例, 随
机分成两组. Ⅰ组(42例)静脉注射给予丙泊
酚2 mg/kg麻醉; Ⅱ组(44例)给予安定0.2-0.6
mg/kg静脉注射, 检查完毕立即给予氟马西尼
催醒. 麻醉过程中观察麻醉后心率、麻醉起效
时间、术后清醒时间、麻醉深体动、呼吸暂
停、术中呛咳例数等指标.
结果: 给药后心率、术后清醒时间Ⅰ组与Ⅱ
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麻醉深度体动率(14.3%
vs 34.3%, P <0.05)、起效时间(45±11 s vs
58±13 s, P <0.05)、呛咳发生率(11.9% v s
29.5%, P <0.05)、呼吸暂停率(54.8% vs 31.8%,
P <0.05)Ⅰ组优于Ⅱ组.
结论: 安定联合氟马西尼应用于无痛胃镜检
查, 虽然有部分缺陷, 但因其给药方便, 不须麻
醉医师在场, 且安全性高、成本低等优点, 仍
可临床推广.
关键词: 安定; 氟马西尼; 胃镜; 麻醉
黄骏, 吴小薇, 曾勇. 安定联合氟马西尼应用于无痛胃镜44
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 32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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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统计学意义(P >0.05). 在麻醉深度体动率、起效

无痛胃镜操作时间短, 要求麻醉诱导快, 深度

时间、术中呛咳发生率、呼吸暂停率差异有统

适当, 保障循环和呼吸平稳, 而且要求患者检

计学意义(P <0.05, 表1). 值得一提的是Ⅰ组1例

查后苏醒迅速而完全, 术中术后并发症少, 患

65岁患者麻醉后出现严重呼吸暂停, HR上升到

者能适时观察后, 自行离开检查室. 为探讨无

120 次/min后急速下降到40 次/min, SaO2急速下

痛胃镜麻醉用药选择的多样性, 根据安定的药

降到50%, 明显发绀, 立即停止操作, 经口对口人

理特性, 我院于无痛胃镜检查中选择安定联合

工呼吸及球囊辅助通气, 6 min后缓解, 恢复自主

氟马西尼取代需麻醉医师使用的丙泊酚, 并观

呼吸, SaO2上升至95%, 术后追问患者有睡眠呼

察其临床效果.

吸暂停病史. Ⅱ组2例有明显咽部刺激反应及体
动, 加大安定剂量到40 mg后完成检查, 术后倦
怠, 加用0.25 mg氟马西尼, 休息后无不适.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本院行无痛胃镜检查患者86例, 男39例,
女47例, 年龄18-72岁, 体质量46-82 kg, ASA分级

3 讨论

Ⅰ, Ⅱ级: 第Ⅰ级: 患者心、肺、肝、肾、脑、

胃镜检查传统方法经咽喉表面麻醉或服用多效

内分泌等重要器官无器质性病变; 第Ⅱ级: 有轻

胃镜胶后进行, 这种麻醉方法不能很好消除咽

度系统性疾病, 但处于功能代偿阶段), 严重心
肺肾疾病的患者不主张麻醉胃镜[1]. 术前均无胃
镜检查及麻醉禁忌证, 1 mo内无苯二氮卓类用
药史. 患者被随机分为两组: Ⅰ组42例, 男/女为
20/22, 年龄为50.5±22.5岁, 体质量65±15.6 kg,
检查时间3.5±1.2 min, 麻醉时间9.2±0.9 min, 给
予丙泊酚麻醉; Ⅱ组44例, 男/女为19/25, 年龄为
49.4±23.6岁, 体质量63±14.8 kg, 检查时间4.1±
1.3 min, 麻醉时间8.7±1.2, 给予检查前予安定.
操作完毕以氟马西尼催醒, HR<65次/min者静脉
注射阿托品0.5 mg. 检查前禁食12 h, 禁水8 h, 建
立上肢静脉通道, 常规多功能心电监测: 心电图
(ECG), 心率(HR), 呼吸频率(R), 血压(BP), 血氧

喉部反射, 严重者可引起心血管系统的改变如
血压升高, 心率增快, 同时也妨碍医生的检查甚
至诊断. 目前多推荐无痛胃镜检查术, 即在一定
药物的作用下使患者入睡后进行检查, 国内外
已有相关文献报道[2], 药物有芬太尼, 哌替啶, 咪
达唑仑等, 国内多选用丙泊酚, 有报道满意度达
100% [3], 但也有报道丙泊酚静脉注射有75%有
血管刺激症状, 进而增加患者痛苦[4]. 我院选择
安定联合氟马西尼药物应用于无痛胃镜检查
中, 经观察证实安全有效, 与丙泊酚相比在麻醉
深度体动, 起效时间, 术中呛咳发生率方面稍差,
麻醉后心率, 术后清醒时间相当, 呼吸暂停率明
显偏低.
氟马西尼因为其特殊的构象, 能竞争性地

饱和度(SaO2), 鼻导管吸氧, 氧流量4-5 L/min.

抑制苯二氮卓类药物与受体结合, 催醒效果好,

1.2 方法 患者取左侧卧位, 头微后仰, 放置牙

用药1 min就可清醒[5], 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具体

垫, Ⅰ组ip丙泊酚2 mg/kg, Ⅱ组先静脉给予安定
0.2-0.6 mg/kg. 至睫毛反射消失或呼之不应时停

可以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安定可产生呼吸
抑制作用, 氟马西尼能迅速逆转安定的呼吸抑

止给药. 术中连续监测心电图, 呼吸, 血压, 氧饱

制作用. (2)安定为苯二氮卓类作用时效短, 疗

和度. 检查完毕后, Ⅰ组直接停药, Ⅱ组立即给

效好的一种药物, 在无痛胃镜中应用有其固有

予氟马西尼0.5-1.0 mg静脉注射, 并继续观察术

的优势. 氟马西尼既可促进定向, 理解能力的恢

后神志变化及心电图, 呼吸, 血压, 氧饱和度.

复, 亦可明显促进苏醒和记忆恢复. 而且氟马西

疗效评定标准: 以置入胃镜时无咽部刺激

尼对抗其残余作用而不至于再度发生抑制作用.

反射如呛咳, 无体动说明麻醉效果良好. 停药5

(3)苯二氮卓类药物可通过抑制钙通道, 降低细

min清醒, 呼之睁眼, 能明确指令意义, 说明麻醉

胞内的钙内留而直接扩张气道平滑肌. 安定对

深度控制适宜.

组胺诱发的支气管收缩亦有良好的解痉作用.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用mean±SD表示, 采
用t 检验, 计数资料用χ 检验, 结果采用SPSS13.0
2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以P <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氟马西尼对钙通道无影响, 故不会因拮抗作用
而出现气道痉挛[6].
总之, 安定作为无痛胃镜麻醉用药并用氟
马西尼催醒是一个安全有效的选择, 由于安定

2 结果

为非麻醉药物, 故不用麻醉医师就可以进行无

两组间在麻醉后心率、术后清醒时间上差异无

痛胃镜工作地开展, 减少人力支出, 降低成本,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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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安定作为无痛胃
镜麻醉用药并用
氟马西尼催醒是
一个安全有效的
选择, 由于安定为
非麻醉药物, 故不
用麻醉医师就可
以进行无痛胃镜
工作地开展, 减少
人力支出, 降低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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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研究设计合理,
具有较好的临床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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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前后两组观察指标变化

麻醉后心

麻醉起效

术后清醒

麻醉深度

呼吸暂停

术中呛咳

率(次/min)

时间(s)

时间(min)

体动n (%)

n (%)

n (%)

Ⅰ组

75±11

45±11

4.3±1.2

6(14.3)

23(54.8)

5(11.9)

Ⅱ组

77±9

58±13a

3.9±1.3

15(34.3)a

14(31.8)a

13(29.5)a

a

P <0.05 vs Ⅰ组.

氟马西尼为安定所致的镇静, 催眠, 抗焦虑, 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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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联合氟马西尼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在此项研究中, 我们发现虽然安定组麻醉深度
略逊于丙泊酚组, 但几乎未发生严重呼吸抑制,
安全性高, 尤其适用于老年患者. 严重呼吸暂停
有致命可能. 同时注射麻醉药过程中要注意给

3
4
5

药速度及给药量, 术后患者血压需恢复至术前
或接近术前水平, 能正确应答, 步态稳健后方可
离开, 3 h内需有人陪护, 术后当天不能骑自行
车、驾车和从事高空作业或操作重型机器[7].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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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消化杂志数字用法标准
本刊讯 遵照国家标准GB/T 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本刊论文中数字作为汉语词素者采用汉字
数字, 如二氧化碳、十二指肠、三倍体、四联球菌、五四运动、星期六等. 统计学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 如
1000-1500 kg, 3.5±0.5 mmol/L等. 测量的数据不能超过其测量仪器的精密度, 例如6 347意指6 000分之一的精
密度. 任何一个数字, 只允许最后一位有误差, 前面的位数不应有误差. 在一组数字中的mean±SD应考虑到个
体的变差, 一般以SD的1/3来定位数, 例如3 614.5±420.8 g, SD的1/3达一百多g, 平均数波动在百位数, 故应写
成3.6±0.4 kg, 过多的位数并无意义. 又如8.4±0.27 cm, 其SD/3 = 0.09 cm, 达小数点后第2位, 故平均数也应补
到小数点后第2位. 有效位数以后的数字是无效的, 应该舍. 末尾数字, 小于5则舍, 大于5则进, 如恰等于5, 则前
一位数逢奇则进, 逢偶(包括“0”)且5之后全为0则舍. 末尾时只可1次完成, 不得多次完成. 例如23.48, 若不要
小数点, 则应成23, 而不应该23.48→23.5→24. 年月日采用全数字表达法, 请按国家标准GB/T 7408-94书写. 如
1985年4月12日, 可写作1985-04-12; 1985年4月, 写作1985-04; 从1985年4月12日23时20分50秒起至1985年6月
25日10时30分止, 写作1985-04-12 T23:20:50/1985-06-25 T10:30:00; 从1985年4月12日起至1985年6月15日止,
写作1985-04-12/06-16, 上午8时写作08:00, 下午4时半写作16:30. 百分数的有效位数根据分母来定:分母≤
100, 百分数到个位; 101≤分母≤1 000, 百分数到小数点后1位; 余类推. 小数点前后的阿拉伯数字, 每3位间
空1/4阿拉伯数字距离, 如1 486 800.475 65. 完整的阿位伯数字不移行! (常务副总编辑: 张海宁 2009-01-28)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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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HBV genotypes on
anti-virus-therapeutic efficacy of interferon in
chronic HBV-infected patients.
METHODS: Thirty HBV-infected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interferon for anti-virus. HBV genotypes were detected using PCR-RFLP and the response levels of interferon in different genotypes
were observed.
RESULTS: For the 30 patients, the HBV genotypes were mainly type B (40.0%) and type C
(56.67%). Level of HBV DN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type C than with type
B (6.03 ± 1.35 vs 5.45 ± 1.21, P < 0.05), and the
interferon response rate was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type B than with type C. Among those with
no response, 1 case with type B and another case
www.wjgnet.com

with type C changed into type D.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HBV genotypes is correlated with the serum levels of HBV
DNA and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interferon. The
genotype could be chang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rapy.
Key Words: Hepatitis B Virus; Genotype; Genotype
changes; Anti-virus therapy
Huang CF, Shi BB, Zhu Q, Wu L, Pei XH, Pu QH, Zhou
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interferon
in treating chronic hepatitis B and HBV genotyp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329-332

■背景资料

乙型肝炎病毒
(HBV)感染具有
很高的发病率, 是
引起肝硬化和肝
癌的最常见的原
因之一. 不同HBV
基因型病毒复制
水平不同, 影响干
扰素抗病毒治疗
疗效, 在治疗过程
中可能会出现基
因型的转变, 其分
子病毒学机制尚
未明确.

摘要
目的: 探讨HBV不同基因型对干扰素抗病毒
治疗的影响.
方法: 对30名HBV患者进行干扰素抗病毒治
疗, PCR-RFLP检测HBV基因型, 观察不同基
因型HBV对干扰素的应答水平.
结果: 30例患者HBV基因型以B型(40.0%)和
C型(56.67%)为主, C型患者HBV DNA水平
显著高于B型患者(6.03±1.35 vs 5.45±1.21,
P <0.05), B型患者对干扰素应答率显著高于C
型患者, 在无应答患者中分别有1名B型和C型
转变为D型.
结论: HBV基因型与HBV DNA复制水平、抗
病毒疗效均有一定的相关性, 在治疗过程中可
发生基因型改变.
关键词: 乙型肝炎病毒; 基因型; 基因型改变; 抗病
毒治疗
黄重发, 施斌斌, 朱清, 武凌, 裴小红, 朴全慧, 周怿. 干扰素治
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与HBV基因型的关系.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 32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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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全基

■同行评议者

张占卿, 主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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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目前对HBV基因
型的研究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 不
同HBV基因型对
抗病毒治疗应答
率有显著的差异,
基因型的转变可
能是影响疗效的
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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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引物及核苷酸序列

引物				

序列			

位置

BS1 sense

5'-CCTGCTGGTGGCTCCAGTTCC-3'

56-76

Pol2 antisense

5'-CGGGCAACGGGGTAAAGGTTC-3'

1158-1138

YS1 sense

5'-GCGGGGTTTTTCTTGTTGA-3'		

203-221

YS2 antisense

5'-GGGACTCAAGATGTTGTACAG-3'

787-767

因序列异质量性≥8%的界线, HBV基因型可以

表 2

HBV基因型与HBV DNA之间的关系

[1]

分为8型(A-H) . HBV的不同基因型的结构差异
可影响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病情发展、转归、

基因型(n )		

ALT(U/L)

HBV DNA(Log)

HBV标志物的表达, 以及对抗病毒药物治疗的

B(12)

86.24±17.45

5.45±1.21

疗效. 本研究旨在探讨干扰素抗病毒治疗应答

C(17)

93.99±23.81

6.03±1.35a

与HBV基因型及基因型转换之间的关系.
a

P <0.05 vs B基因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本研究30例H B e A g阳性慢性乙型肝

扩增S基因: 第一轮引物为BS1/POL2, 20 μL体系,

炎(CHB)患者为我院门诊于2007-08/2008-05就

反应参数94℃ 1 min, 94℃ 20 s, 55℃ 20 s, 72℃ 40

诊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诊断符合2000年西安

s, 72℃ 5 min, 35个循环; 第二轮引物为YS1/YS2,

全国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学术会议修订的病毒

30 μL体系, 反应参数94℃ 1 min, 94℃ 20 s, 55℃

性肝炎诊断标准 . 其中男20例, 女10例, 年龄

20 s, 72℃ 25 s, 72℃ 3 min, 32个循环. 得到S基因

17-53(平均年龄33.6±8.6)岁. 所有受检者排除

nt48-633之间片段长度为585 bp. 将PCR产物于琼

HAV、HCV、HDV、HEV、HIV感染, 排除近

脂糖凝胶电泳, 所有阳性产物以限制性内切酶Bsr

3 mo应用抗病毒或影响免疫功能的药物. PCR

Ⅰ和Sty Ⅰ平行酶切于37℃水浴4 h, 酶切体系15

扩增所用Ta q酶、d N T P等是北京鼎国生物产

μL, 底物为10 μL. 之后于琼脂糖凝胶电泳. 结果

品, 限制性内切酶是Promega公司产品. PCR扩

显示: 若单以Bsr Ⅰ切开者为B型, 若单以Sty Ⅰ切

增仪是美国ABI公司PE GeneAmp PCR System

开者为C型, 若两酶同时切开者为A型, 若两酶同

9700, 引物由上海英骏公司提供. HBV DNA定

时切不开者为D型. PCR所用引物见表1.

[2]

量检测仪为Roche Lightcycler(Roche Diagnostics
Corporation, Indianapolis), 检测灵敏度为10

3

copies/mL, 引物及探针为深圳匹基公司产品.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案: 干扰素治疗α2b 5 M U/d肌注
1 mo后改为隔日1次, 疗程6 mo. 治疗效果分为
完全应答、部分应答、无应答. 完全应答: 血清

统计学处理 用S P S S12.0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 计数资料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基因分型 干扰素治疗前, 30例患者中HBV基
因型40.0%(12/30)B型, C型56.67%(17/30), D型
3.33%(1/30). 干扰素治疗后, 30例患者中HBV基

HBV DNA<10 拷贝/mL, HBeAg阴转(或HBeAg/

因型B型36.67%(11/30)B型, C型53.3%(16/30), D

抗H b e血清转换), A LT复常; 部分应答: H B V

型10.0%(3/30), 其中1名B基因型和1名C基因型

3

DNA<10 copies/mL, 肝功能正常, 无HBeAg血

治疗无应答者治疗结束后均转换为D基因型. 酶

清转换; 无应答: 未达到以上应答者. 完全应答

切图谱见图1.

和部分应答者为有效, 无应答者为无效. 观察项

2.2 基因型与HBV DNA的关系 C基因型HBV

目: 患者治疗前、治疗后1、3、6 mo各复查一

DNA对数值6.03±1.35, B基因型HBV DNA对

次血常规、肝功能、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

数值为5.45±1.21, C基因型显著高于B基因型

HBV DNA(Roche荧光PCR定量). 治疗前及治疗

(P <0.05, 表2).

结束后分别行基因型测定.

2.3 基因型与干扰素疗效的关系 干扰素治疗

1.2.2 聚合酶链式反应联合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

有效率40%, 其中B基因型58.33%, C基因型

性分析(PCR-RFLP)检测HBV基因型: 用巢式PCR

29.41%, D基因型1例治疗无应答(表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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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 3

Bsr Ⅰ

Sty Ⅰ

Bsr Ⅰ

治疗后

Sty Ⅰ

Bsr Ⅰ

治疗后HBV基因型

58.33%(7/12)

B(11)

C 56.7%(17/30)

29.41%(5/17)a

C(16)

0%		

D(3)

a

P <0.05 vs B基因型.

B

Bsr Ⅰ

有效率

B 40%(12/30)
D 3.33%(1/30)

治疗前

■相关报道

不同HBV基因型与干扰素疗效的关系

Sty Ⅰ
治疗前HBV基因型

Sty Ⅰ

不同基因型HBV感染对抗病毒的反应不同.
干扰素治疗HBV感染的分子病毒学机制仍有许
多是未知的. 欧美学者研究发现, 干扰素治疗后
的疗效, HBV基因型C型较B型差, 基因型A型要
比D型要好, HBeAg血清转换后有较高的HBV清
除率, 且可获得较高的持续应答, 并有较好的组

治疗前

治疗后

织学炎症改善 [9-10]. 亚洲学者 [11]报道, 对于亚洲
患者来说, 相比感染了C基因型HBV的患者, 感
染了HBV B基因型患者可以在较早的年龄发生

图 1 干扰素治疗后基因型的转变. A: 基因型B→基因型D;
B: 基因型C→基因型D.

HBeAg血清转换, 较少发生严重肝脏疾病, 且对
干扰素治疗有更好的反应. 我们本次实验中发
现, B基因型患者相较C基因型患者对干扰素有

3 讨论
H B V具有病毒复制产量高和突变率高的特征,
长期点突变累积形成了不同的基因型. 随着近
年来新的HBV基因型的发现, 国内外学者从病
毒学、流行病学和临床医学等方面对HBV基因
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3-4]. HBV基因型分布呈现
一定的地域性, A分布于全球, B和C型主要在亚
洲, D型分布于南欧, E型分布于非洲, F型分面于
美国, G型分布于美国和法国, H型分布于中美
洲[5]. 经继生 et al [6]报道江苏地区HBV基因型主

更高的应答率, 两者间具有显著性著异(P <0.05),
进一步证实此观点. 而本次实验中1例D基因型
患者干扰素治疗无效, 因例数少, 尚有待进一步
观察. 提示HBV DNA基因型是预测乙型肝炎患
者干扰素疗效及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
国外学者研究发现在干扰素治疗复发的部
分CHB患者中发生了HBV基因型的漂移, 主要
有基因型C转变为基因型A[12]. 在另一研究中发
现, 急性乙型肝炎在HBeAg血清转换过程中, 出

要是B型(33.5%)和C型(61.4%), 其中南京地区B

现C基因型转变为B基因型[13]. 在我们此次研究

型(50.0%)和C型(45.0%), 未检测出A和D基因型.

中, 在干扰素治疗无应答者中, 初始为B基因型

我们研究发现南京地区HBV基因型B型(40.0%)

和C基因型的患者各有1名, 治疗结束后改变为

和C型(56.67%), 未报道有D基因型, 而我们检测

D基因型, 而在治疗完全应答和部分应答者未检

出1例患者为D基因型HBV, 追问病史, 此患者为

出D基因型. 在HBeAg血清转换者中未发现有C

西藏地区人, 大学毕业后来南京工作. 本次研究

基因型转变为B基因型.

结果与上述所道结果相似.

部分患者HBV可能为两种基因型的HBV混

日本学者 报道C型HBV感染与乙型病毒性

合感染, 但用目前标准基因型检测方法可能只

肝炎的慢性化相关, C型的HBeAg阳性率及血清

能检测出其中主要的基因型, 但次要基因型尚

HBVDNA水平较B型高. 国内学者也有类似报

不能检测出来, 且主要基因型和次要基因型各

道 [8]. 本次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上述结果, 而B型

自所占比例不能准确测定. 不同基因型的混合

和C型两组间ALT无显著性差异. 这可能是C型

感染在欧洲多表现为A型和D型之间, 在东亚可

对干扰素治疗应答率较B型低的原因. 提示C型

以发生于B和C基因型之间[14]. 本实验中2名无应

H B V可通过本身活跃的复制能力和变异能力,

答者发生基因型漂移, 可能此2名患者原为HBV

逃避宿主免疫和药物的双重压力, 而维持较高

混合感染, 但因检测技术问题, 次要基因型未能

的病毒血症.

检测出来. 在同一个患者身上发生基因型漂移

[7]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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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研究显示,
C型的HBeAg阳
性率及血清HBV
DNA水平较B型
高, 对干扰素抗病
毒疗效, HBV基
因型C型较B型差,
基因型D型要比A
型要差. 国外学者
研究发现抗病毒
治疗过程中发现
有基因型C转变
为基因型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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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题和研
究内容符合当前
研究热点, 有一定
应用和研究参考
价值, 但不够新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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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尚未明确, 干扰素治疗后基因型的漂移
可能是免疫选择的结果, 由于机体免疫压力改
变的作用影响, 推测这种免疫压力的改变可能
更主要对不同基因型HBV混合感染中的主要基

7

因型产生作用, 而次要基因型可以获得替代从
而成为主要基因型.
不同基因型存在着生物学特性和临床特点
差异, 对抗病毒治疗疗效存在一定的影响, 抗病

8

毒治疗可致HBV基因型的发生改变, 并对疗效

9

产生影响, 其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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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G 荣获 2007 年“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
和 2008 年中国国际化精品科技期刊

本刊讯 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于2008-12-09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召开, 世界胃肠病学主编马连生和编辑部主任程剑侠参加此项发布会. 本会议介绍了中国精品科技期刊服务与
保障系统, 中国科技论文研究项目进展及精品科技期刊遴选, 百篇最具影响学术论文评选, 世界科技产出趋势
和利用科学计量学工具分析领域发展趋势以及发布了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根据2007年度中国科技论文与
引文数据库(CSTPCD2007)统计结果, WJG 荣获2007年度“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称号, 同时被选入2008年
中国国际化精品科技期刊,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包括23种中国国际化精品期刊和301种中国精品科技期刊.(编辑:
程剑侠 2009-01-28)
www.wjgnet.com

®

wcjd@wjgnet.com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年1月28日; 17(3): 333-335
ISSN 1009-3079 CN 14-1260/R

临床经验 CLINICAL PRACTICE

乙型肝炎患者血清IL-27的检测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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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ay of serum IL-27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HBV-infected
patients

tion of IL2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severe
CHB group than in mild CHB group (P < 0.05).
However, the disparity of IL-27 concentration
between mild CHB and moderate CHB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It is possible that IL-27 promotes immune clearance in acute hepatitis, however, in chronic hepatitis B it may have some
cytopathic effect (CPE).
Key Words: Chemokine; Interleukin-27; Hepatitis B;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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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乙肝患者血清IL-27的变化规律及
其临床意义.

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chemokine IL-27 in HBVinfected patients.
METHODS: The serum concentration of IL-27
was detec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HBV DNA was detected by fluorescent quanti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FQ-PCR); liver function was assayed by automatic biochemistry analyzer.
RESULTS: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IL-27 in
control group (n = 41), acute hepatitis B group
(n = 33), mild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group
(n = 32), moderate CHB group (n = 30) and severe CHB group (n = 32) were 14.123 ± 15.627
ng/L, 56.880 ± 15.813 ng/L, 23.872 ± 22.801
ng/L, 29.849 ± 24.300 ng/L, 35.703 ± 18.575
ng/L, respectively. The concentration of IL-2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ll HB groups than in
control group (P < 0.05 or 0.01). The concentrawww.wjgnet.com

■背景资料

I L-27是经典的
IL-6/IL-12家族的
螺旋状的细胞因
子, 是机体促炎反
应的环境下由抗
原提呈细胞产生
的一种细胞因子.
研究表明, I L-27
能促进辅助性T细
胞的分化, 增强杀
伤性T淋巴细胞的
活性, 并可通过多
种机制促进Th1型
免疫的发生, 诱导
B细胞转化, 并主
要作用于固有免
疫系统和适应性
免疫系统的各种
细胞而发挥广泛
的免疫调节作用.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 L I S A)检测
血清I L-27的浓度; 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法(F Q-P C R)检测H B V D N A; 全自动生化
仪检测肝功能.
结果: 对照组(n = 41)、急性乙肝组(n = 33)、
慢性乙肝(轻度)组(n = 32)、慢性乙肝(中
度)组(n = 30)、慢性乙肝(重度)组(n = 32)血
清I L-27浓度分别为14.123±15.627 n g/L、
56.880±15.813 ng/L、23.872±22.801 ng/L、
29.849±24.300 ng/L、35.703±18.575 ng/L.
急性乙肝组血清IL-27浓度显著高于慢性乙肝
组及对照组(均P <0.01); 慢性乙肝(轻、中、重
度)组血清IL-27浓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或<0.01); 慢性乙肝(重度)组血清IL-27浓度明
显高于慢性乙肝(轻度)组(P <0.05); 慢性乙肝
(轻度)组血清IL-27浓度与慢性乙肝(中度)组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慢性乙肝(中度)组
血清IL-27浓度与慢性乙肝(重度)组比较,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在急性乙型肝炎中IL-27可能促进了病
毒清除; 在慢性乙型肝炎感染中可能有一定
的致细胞病变效应.

■同行评议者

石统东, 副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感染
病科

334

消除免疫耐受, 提
高人体免疫功能,
尤其是特异性细
胞免疫功能, 清
除细胞内、外的
HBV cccDNA, 是
清除HBV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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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L-27是经典的IL-6/IL-12家族的螺旋状的细胞
因子[1], 是机体促炎反应的环境下由抗原提呈细
胞产生的一种细胞因子. 研究表明, IL-27能促进

n

正常对照组

41

14.123±15.627bcfh

急性乙肝组

33

56.880±15.813

慢乙肝(轻度)组

32

23.872±22.801

慢乙肝(中度)组

30

29.849±24.300

慢乙肝(重度)组

32

35.703±18.575

P <0.01 vs 急性乙肝组; cP <0.05 vs 慢乙肝(轻度)组; fP = 0. 01

vs 慢乙肝(中度)组; hP <0.01 vs 慢乙肝(重度)组.

活性, 并可通过多种机制促进Th1型免疫的发生,

50.00

调节作用[3]. 而IL-27与乙型肝炎的发病是否有关
目前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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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病例组: 127例乙肝患者, 来源于

IL-27(ng/L)

b

60.00

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各种细胞而发挥广泛的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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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辅助性T细胞的分化[2], 增强杀伤性T淋巴细胞的
诱导B细胞转化, 并主要作用于固有免疫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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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乙型肝炎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血清IL-27浓度 (ng/L)

浓度均数

■应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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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慢轻

慢中

慢重

对照

乙型肝炎患者组与正常对照组血清IL-27浓度均数图.

2004-11/2008-08我院住院患者, 其中, 急性乙肝
患者33例、慢性乙肝(轻度)患者32例、慢性乙

2 结果

肝(中度)30例、慢性乙肝(重度)32例, 男92例,

急性乙肝组、慢性乙肝(轻度)组、慢性乙肝(中

女35例, 年龄(39.5±12.2)岁. 诊断标准符合依据

度)组、慢性乙肝(重度)组及正常对照组各组

2000年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修订的

血清I L-27浓度经过方差齐性检验,结果为(F =

《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诊断标准: HBsAg(+),
有临床症状, 肝功能异常, 病程在6 mo之内诊断

23.866, P <0.001)具有方差齐性.
急性乙肝组、慢性乙肝(轻度)组、慢性乙

为急性乙型肝炎, 超过6 mo诊断为慢性乙型肝

肝(中度)组、慢性乙肝(重度)组血清IL-27浓度

炎 [3] . 所有病例均未接受免疫调节和抗病毒治

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血清IL-27浓度(P 值分别

疗, 均为汉族. 排除HAV、HCV、HDV、HEV

为<0.01、<0.05、<0.01、<0.01); 急性乙肝组血

感染; 排除酒精性肝炎、脂肪肝、自身免疫性

清IL-27浓度显著高于慢性乙肝(轻、中、重)组

肝炎等其他肝炎; 排除肿瘤、自身免疫性疾

血清IL-27浓度(均P <0.01); 慢性乙肝(轻度)组血

病、感染性疾病和心血管疾病. 41例正常对照

清IL-27浓度显著低于慢乙肝(重度)组血清IL-27

来源于同一时期我院健康体检人群, 其中男29

浓度(P = 0.016); 慢性乙肝(中度)组与慢性乙肝

例, 女12例, 年龄(36±15)岁, 排除HBV感染, 均

(轻、重)度组血清IL-27浓度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

为汉族, 其他排除标准同病例组. 所有受试者均

意义(表1). 急性乙肝组、慢性乙肝(轻、中、重)

知情同意.

组与正常对照组血清IL-27浓度均数比较见图1.

1.2 方法
1.2.1 标本收集: 所有受试者均清晨抽取空腹外

3 讨论

周血2 mL, 肝素抗凝, 30 min内常规离心, 分离血

目前研究认为T h l/T h2细胞比例失衡可能是

清, 血清标本冻存于-80℃超低温冰箱待测.

HBV感染慢性化的机制之一[4-5]. 急性自限性乙

1.2.2 IL-27的检测: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肝患者表现为强烈的、多克隆和非特异性的

检测血清IL-27, 试剂盒购于美国rapidbio(RB)公

CTL和Thl细胞反应, 相反在慢性乙肝患者中则

司, 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以T h2细胞反应占优势, 难以检测到特异性的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分析,

Th1细胞应答, 从而倾向于发生持续性的HBV感

数据以mean±SD表示, 多个样本均数两两比较

染[6]. 消除免疫耐受, 提高人体免疫功能, 尤其是

采用LDS法方差分析.

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 清除细胞内、外的HBV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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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DNA, 是清除HBV的关键.
体外实验研究表明, IL-27可通过多种机制

5

促进Th1型免疫的发生[7-8], IL-27诱导Th1类细胞
因子及干扰素的信号表达, IL-27可诱导NK细胞
产生IFN-γ, 而在缺少IL-27受体的细胞内IFN的
[9-12]

表达降低

6

+

. 另外IL-27可增强初始CD4 T细胞

MHCⅠ的表达, 可促进初始CD4+ T细胞的增殖,
但目前尚不清楚目前还不清楚IL-27通过哪条信
号转导途径诱导初始CD4+ T细胞的增殖[13-15].

7

本实验研究发现, 乙型肝炎(急性乙肝组、
慢性轻、中、重)各组血清I L-27水平均明显
高于正常对照组, 且急性乙肝组明显高于慢性
(轻、中、重)组, 慢性(重度)组显著高于慢性(轻

8

度)组, 但慢性(中度)组与慢性(重度)组比较,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有待于扩大样本量深入研究.
这提示在急性乙型肝炎的发病过程中, IL-27可
能促进机体Th1型免疫的发生, 促进了细胞免疫
反应, 从而对清除乙肝病毒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

9

慢性乙型肝炎发病中, IL-27有可能在促进病毒
清除的过程中同时增强了肝脏的炎症反应, 从
而加重了肝细胞的损伤. 具体IL-27如何发挥上
述生物学作用, 以及何种机制调节人体内IL-27

10

的浓度, 尚待进一步研究IL-27及其受体在HBV
感染中的生物学功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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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乙肝的研
究有一定的积极
意义, 试验设计比
较合理, 但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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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潘立酮联合复方消化酶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84例
郑 丹, 夏 冰, 施先艳, 宋 敏, 吴 杰, 王 萍, 张 姮

■背景资料

功能性消化不良
发病率较高, 是临
床上常见的消化
系统疾病, 常规采
用的单纯促动力
治疗效果并不佳.
功能性消化不良
有不同的病理生
理机制, 不同症状
与不同病理生理
机制有关, 而非某
种病理生理机制
能解释所有症状.
针对不同机制的
多药联合应用治
疗功能性消化不
良从理论上分析
应具有更好的疗
效. 本文尝试多潘
立酮联合复方消
化酶治疗, 取得了
一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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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utic efficacy and side effec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y chi squar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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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general therapeutic efficac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s (85.7% vs 61.9%, P < 0.05). The symptoms
of upper abdominal pain, abdominal distention,
early satiety and stomach burn in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more improved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hown shorter onset time than the
controls. No severe side-effects were found in
the both groups.

Combined therapy of
domperidone and compound
digestive enzymes for
functional dyspepsia: an
analysis of 84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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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study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ombined therapy of domperidone and
compound digestive enzymes for functional
dyspepsia.

■同行评议者

欧希龙, 副教授,
东南大学中大医
院消化科

METHODS: Eighty-four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were randomly group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n = 42) and the controls
(n = 42).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only given domperidone 10 mg 3 times per day
30 min before meals for 4 weeks.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given 1 capsule of
compound digestive enzyme 3 times a day 30
min after meals in addition to domperidone 10
mg 3 times per day for four weeks. The thera-

CONCLUSION: Combined therapy of domperidone and compound digestive enzymes can
more significantly improve general efficacy and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than single use of motility medicine domperidone.
Key Words: Functional dyspepsia; Domperidone;
Compound digestive enzymes
Zheng D, Xia B, Shi XY, Song M, Wu J, Wang P, Zhang
H. Combined therapy of domperidone and compound
digestive enzymes for functional dyspepsia: an analysis
of 84 cas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
336-339

摘要
目的: 观察多潘立酮联合复方消化酶胶囊治
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84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 每组42例, 两组均口服多潘立酮片, 三餐
饭前30 min服用10 mg; 试验组加服复方消化
酶胶囊, 三餐饭后30 min服用1粒. 4 wk后观察
疗效.
结果: 试验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
分别为85.7%和61.9%(P <0.05). 对上腹痛、餐
后饱胀、早饱、上腹烧灼感症状改善情况进
行比较, 试验组治疗前后的症状总积分及症状
改善有效率较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P <0.05),
而且起效时间明显缩短. 两组患者均未发现严
重不良反应.
www.wjgnet.com

郑丹, 等. 多潘立酮联合复方消化酶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84例						

结论: 多潘立酮联合复方消化酶胶囊治疗功
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单用促动
力药多潘立酮.
关键词: 功能性消化不良; 多潘立酮; 复方消化酶
郑丹, 夏冰, 施先艳, 宋敏, 吴杰, 王萍, 张姮. 多潘立酮联合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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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酶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84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 336-339

图 1

治疗有效率对比.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36.asp

观察指标.
0 引言

1.2.2 观察指标: 于用药前后随访并记录患者餐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是临

后饱胀、早饱、上腹痛、上腹烧灼感、反酸、

床上最为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一, 30%人群在

烧心、恶心呕吐等主要临床症状改善的情况及

一生中均出现过消化不良的症状[1]. 功能性消化

时间. 并观察患者的不良反应. 症状评分按临床

不良的发病率约为30%-50%[2], 其病因十分复杂,

症状程度分级: 0级为没有症状; Ⅰ级为有轻度

与胃肠动力障碍、内脏感知异常、胃酸分泌异

症状, 患者需提醒能意识到症状存在; Ⅱ级为症

常及消化不良等有关, 其中胃肠动力障碍是功

状稍重, 患者可意识到症状存在, 但不影响工作,

能性消化不良的重要病因 [3]. 促动力药物(多潘

正常活动未受限制; Ⅲ级为症状重, 患者意识到

立酮)是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主要药物, 但由

症状存在, 无自发缓解期, 或明显影响患者生活

于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病机制是多因素的, 单

及工作, 且难以忍受. 评分标准: 0级为0分; Ⅰ级

纯促动力治疗效果并不佳. 针对不同机制的多

为1分; Ⅱ级为2分; Ⅲ级为3分.

药联合应用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从理论上分析

1.2.3 疗效判断: 判断标准: 显效为症状积分减轻

应具有更好的疗效. 我们采用多潘立酮联合复

≥75%; 有效为症状积分减轻≥50%, 而<75%;

方消化酶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 并与单用多潘

无效为症状积分未减轻或加重. 总有效率 = 显

立酮治疗进行比较, 旨在评价该治疗方法治疗

效率+有效率.

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疗效和应用的安全性.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二组比较采用χ2检验、t 检验. P <0.05具有统计学

1 材料和方法

差异.

1.1 材料 根据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诊断标准(罗马
Ⅲ)[4], 选取2007-12/2008-05在我院门诊就诊的84

2 结果

例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 年龄范围在18-65岁, 有

2.1 患者消化不良症状 试验组与对照组在治疗

餐后饱胀不适, 早饱, 上腹痛, 上腹烧灼感等症

后消化不良症状均有改善, 试验组显效28例, 有

状, 上述症状至少存在6 mo, 并且后3 mo符合诊

效8例, 无效6例, 总有效率85.7%; 对照组显效20

断标准. 经过胃镜、腹部B超或者上消化系造影

例, 有效6例, 无效16例, 总有效率61.9%, 试验组

及肝胆胰等检查, 排除了器质性、系统性及代

较对照组在治疗后改善更显著(P <0.05).

谢性疾病. 将入选者随机分为两组, 试验组42例,

2.2 两组治疗前后消化系症状评分 治疗前, 两组

男20例, 女22例, 平均年龄42.6岁. 对照组42例,

评分相当, 试验组11.5±2.7, 对照组11.3±2.8; 治

男18例, 女24例, 平均年龄45.2岁. 两组年龄、性

疗后, 试验组3.2±1.9, 对照组6.7±2.1, 试验组

别、病情严重程度、分型等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评分较对照组明显减低(P <0.05).

1.2 方法

2.3 治疗前后两组消化系症状 试验组对主要

1.2.1 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随机、平行、对照设

症状的治疗有效率均较对照组有显著改善

计. 试验组口服多潘立酮片(商品名: 吗叮啉), 饭

(图1), 上腹痛为65.4%与37.5%(P <0.05), 餐后

前30 min服用10 mg, 每日3次; 复方消化酶胶囊

饱胀为84.8%与55.5%(P <0.01), 早饱为90.0%

(商品名: 达吉), 饭后30 min服用1粒, 每日3次. 对

与 5 8 . 1 % (P < 0 . 0 1 ) , 上 腹 烧 灼 感 为 6 6 . 7 % 与

照组仅单独给予10 mg吗叮啉, 饭前30 min服用,

35.0%(P <0.05). 治疗前后两组消化系症状发生

每日3次. 治疗疗程均为4 wk, 每周门诊复诊记录

率见表1.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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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功能性消化不良
的病因十分复杂,
病例机制目前国
内外均在不断研
究中. 针对发病机
制多样的特点, 寻
找出最优的多药
物联合治疗方案
将是下一步研究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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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见利用消化
酶联合其他药物
治疗FD的报道.
本文提出多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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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良好疗效, 尤其是曲美布汀, 目前研究

治疗前后两组消化系症状发生率比较 n (%)

表 1

2009年1月28日

较多, 其对胃肠运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2,7], 并
症状

治疗前

治疗后

有提高内脏敏感性解除疼痛的作用. 消化酶的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组

对照组

代表药物有得每通、泌特、达吉等. 得每通是

上腹痛

26(61.90)

24(57.14)

9(21.43)

15(35.71)

餐后饱胀

33(78.57)

36(85.71)

5(11.90)

16(38.10)

单纯的胰酶制剂, 仅用于胰源性消化不良; 泌

早饱

30(71.43)

31(73.81)

3(7.14)

13(30.95)

上腹

21(50.00)

20(47.62)

7(16.67)

13(30.95)

烧灼感

特除胰酶外加入了促进胆汁分泌的阿嗪米特
以及减少肠道产气的二甲硅油, 对肝胆疾病引
起的伴有胀气的消化不良效果好 [8] ; 而达吉含
有胃蛋白酶、木瓜蛋白酶、淀粉酶、纤维素

2.4 症状改善的平均时间 试验组症状改善时间
为8.3±0.73 d; 对照组症状改善的时间13.6±
0.85 d. 试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2.5 不良反应 试验组与对照组均无严重不良反
应, 没有因为不良反应而退出试验的患者. 对照
组两例有恶心、头晕, 试验组也仅有4例出现不
良反应, 除恶心、头晕外还有腹泻发生. 但两组
临床安全性评价无统计学差异.

酶、胰脂酶、胰酶和熊去氧胆酸, 分别在胃
底、胃窦及十二指肠三个不同部位崩解, 胃肠
腔内消化酶量升高, 加快碳水化合物、脂肪、
蛋白质的消化, 促进腔内食物消化和吸收[9], 使
肠腔细菌分解产物特别是气体减少而改善症
状, 对各种消化功能不良均有效 [10-11] . 消化酶
的补充在胰源性消化不良的治疗已有共识 [12] ,
但在非胰源性消化不良尤其是功能性消化不
良的治疗效果还有待明确. 柯美云 et al [13]观察

3 讨论

复方消化酶治疗消化不良患者的疗效和安全

FD是消化系统疾病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功能

性, 结果表明消化酶治疗消化不良是一种安全

性消化不良不是一种同质性疾病. 病理生理研

有效的方法. 本试验中采用随机对照研究, 旨

究发现, 功能性消化不良有不同的病理生理机

在了解复方消化酶的加入能否明显提高F D的

制, 不同症状与不同病理生理机制有关, 而非某

疗效, 研究结果说明, 与单用多潘立酮比较, 合

种病理生理机制能解释所有症状[5], 目前国内外

用复方消化酶不仅可明显改善功能性消化不

并无标准的治疗方案, 不同的发病机制对应不

良的症状, 而且在症状改善时间上也明显缩短,

同的药物治疗. 根据罗马Ⅲ标准将功能性消化

另外, 不良反应也未明显增加.

不良分为餐后不适综合征和上腹痛综合征, 餐

总之, 多潘立酮联合复方消化酶治疗功能性

后不适综合征主要与胃动力障碍、内脏感觉异

消化不良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单用促动力药多

常有关, 促动力药物治疗效果较明显; 而上腹痛

潘立酮, 值得在临床上应用.

综合征与胃酸分泌异常关系更大一些, 抑酸治
疗可能效果好; 另外抗焦虑药物和安慰剂治疗
功能性消化不良也有一定疗效. 但胃动力障碍
被认为在其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 因此调节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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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消化杂志正文要求
本刊讯 本刊正文标题层次为 0引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2 方法; 2 结果; 3 讨论; 4 参考文献. 序号一律左
顶格写, 后空1格写标题; 2级标题后空1格接正文. 以下逐条陈述: (1)引言 应包括该研究的目的和该研究与其他
相关研究的关系. (2)材料和方法 应尽量简短, 但应让其他有经验的研究者能够重复该实验. 对新的方法应该详
细描述, 以前发表过的方法引用参考文献即可, 有关文献中或试剂手册中的方法的改进仅描述改进之处即可.
(3)结果 实验结果应合理采用图表和文字表示, 在结果中应避免讨论. (4)讨论 要简明, 应集中对所得的结果做
出解释而不是重复叙述, 也不应是大量文献的回顾. 图表的数量要精选. 表应有表序和表题, 并有足够具有自明
性的信息, 使读者不查阅正文即可理解该表的内容. 表内每一栏均应有表头, 表内非公知通用缩写应在表注中
说明, 表格一律使用三线表(不用竖线), 在正文中该出现的地方应注出. 图应有图序、图题和图注, 以使其容易
被读者理解, 所有的图应在正文中该出现的地方注出. 同一个主题内容的彩色图、黑白图、线条图, 统一用一
个注解分别叙述. 如: 图1 萎缩性胃炎治疗前后病理变化．A: …; B: …; C: …; D: …; E: …; F: …; G: …. 曲线图
可按●、○、■、□、▲、△顺序使用标准的符号. 统计学显著性用: aP <0.05, bP <0.01(P >0.05不注). 如同一表
中另有一套P 值, 则cP <0.05, dP <0.01; 第3套为eP <0.05, fP <0.01. P 值后注明何种检验及其具体数字, 如P <0.01, t =
4.56 vs 对照组等, 注在表的左下方. 表内采用阿拉伯数字, 共同的计量单位符号应注在表的右上方, 表内个位
数、小数点、±、-应上下对齐.“空白”表示无此项或未测, “-”代表阴性未发现, 不能用同左、同上等.
表图勿与正文内容重复. 表图的标目尽量用t /min, c /(mol/L), p /kPa, V /mL, t /℃表达. 黑白图请附黑白照片, 并
拷入光盘内; 彩色图请提供冲洗的彩色照片, 请不要提供计算机打印的照片. 彩色图片大小7.5 cm×4.5 cm,
必须使用双面胶条黏 贴在正文内, 不能使用浆糊黏贴. (5)致谢 后加冒号, 排在讨论后及参考文献前, 左齐.
(常务副总编辑: 张海宁 200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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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都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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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未明的疾病,
二者并发极为罕
见.

邵幼林, 赵卫峰, 黄小平, 陈良云, 甘建和, 苏州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感染科 江苏省苏州市 215006
林敏,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 江苏省苏州市 215006
作者贡献分布: 邵幼林、赵卫峰及黄小平负责诊治, 组织会诊;
陈良云、甘建和及林敏参与讨论; 邵幼林、陈良云及林敏共同
收集资料; 写作由邵幼林完成.
通讯作者: 赵卫峰, 215006, 江苏省苏州市,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感染科. zhaoweifeng@yahoo.com.cn
电话: 0512-67780385
收稿日期: 2008-11-14 修回日期: 2008-12-09
接受日期: 2008-12-15 在线出版日期: 2009-01-28

A case study of acute
fulminant ulcerative colitis
complicated with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You-Lin Shao, Wei-Feng Zhao, Xiao-Ping Huang,
Liang-Yun Chen, Jian-He Gan, Min Lin
You-Lin Shao, Wei-Feng Zhao, Xiao-Ping Huang, LiangYun Chen, Jian-He Gan,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Jiangsu Province, China
Min Li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Jiangsu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Wei-Feng Zhao,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Jiangsu Province,
China. zhaoweifeng@yahoo.com.cn
Received: 2008-11-14 Revised: 2008-12-09
Accepted: 2008-12-15 Published online: 2009-01-28

摘要
患者, 男, 19岁, 因发热15 d, 便血8 d入院. 典
型的临床表现结合实验室检查、腹部平片和
结肠镜下所见诊断为急性暴发型溃疡性结肠
炎(UC). 入院后患者血小板进行性下降, 排除
DIC等引起, 结合骨髓穿刺结果及激素治疗后
迅速缓解疗效, 诊断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ITP). 急性暴发型UC合并ITP临床罕见.
关键词: 溃疡性结肠炎;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邵幼林, 赵卫峰, 黄小平, 陈良云, 甘建和, 林敏．急性暴发型溃
疡性结肠炎合并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1例. 世界华人消化
杂志 2009; 17(3): 340-341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40.asp

0 引言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可有多种肠
外表现, 但免疫介导的血液病却极罕见. 我们现
报道急性暴发型UC合并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
癜(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ITP)1例.
1 病例报告
男, 19岁, 因发热15 d, 便血8 d, 于2008-07-20急
诊入院. 患者半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 体
温未测, 伴鼻塞流涕, 无畏寒寒战, 无腹痛腹

Abstract

A 19-year-old man was admitted to hospital due to
a fever for two weeks and hematochezia for 8 days.
A diagnosis of acute fulminant ulcerative colitis
(UC)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clinical features,
X-ray and colonoscopy. He was diagnosed as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ITP)
according to clinical features, thrombocytopenia
and bone marrow aspir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P
associated with fulminan UC is relatively rare.
Key Words: Ulcerative colitis;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同行评议者

张小晋, 主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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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case study of acute fulminant ulcerative colitis
complicated with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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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 自行服药(具体不祥)无缓解. 8 d前患者解
暗红色血便, 数10次, 伴里急后重, 同时感左下
腹痛, 便血1 d后感发热好转, 仍解暗红色血便,
每天数10次. 当晚便血晕倒后送我院急救. 查
体: T 37.7℃, P 90次/min, R 19次/min, Bp 105/60
mmHg; 神志清楚, 精神萎靡, 消瘦, 自主体位, 查
体欠合作; 全身皮肤见散瘀点、紫癜; 心率90
次/min, 律齐, 各瓣膜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 腹平
软, 左下腹压痛, 无反跳痛, 肠鸣音8次/min; 脑膜
刺激征阴性. 急查血常规: WBC: 3.7×109/L, NE:
75%, RBC: 2.96×1012/L, HGB: 99 g/L, PLT: 33
×109/L; 生化检查: 白蛋白22.1 g/L, 尿素氮22.3
mmol/L, 肌酐199.8 μmol/L, 超敏C反应蛋白15.44
mg/L; 大便隐血阳性, 腹部平片: 乙状结肠扩张,
低位性肠梗阻(图1). 拟“(1)发热、便血待查: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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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血浆200 mL/d, 白蛋白10 g/d
TPN
地米

血小板(×109/L)

160
120

腹部立位平片示乙状结肠扩张.

A

B

骨穿: ITP

40
0

图 1

激素减量
SASP

80

图 3

肠镜: 溃疡性结肠炎

血小板10 U

1

2

3

4

5

6

t /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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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急性暴发型UC病
情严重, 全身中毒
症状重, 可伴中毒
性结肠扩张、肠
穿孔、败血症等,
危及生命, 并发
ITP使病情更为复
杂. 必要的侵入性
操作能更早做出
合理诊断, 避免延
误治疗时机.

10 11

患者入院后临床过程和血小板变化.

UC可伴有多种肠外表现, 包括: 外周关节
炎、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等. 但UC合并ITP罕
见, Mizuta et al [3]总结了17例个案报道, 国内尚未
见报道. ITP以血小板减少、骨髓巨核细胞数正
常或增生伴成熟障碍, 临床表现为皮肤、黏膜
图 2 结肠镜观. A: 结肠黏膜充血水肿、糜烂伴出血和溃
疡; B: 散在息肉样隆起, 表面糜烂.

细菌性痢疾? 溃疡性结肠炎? (2)低位性肠梗阻,
(3)DIC?”收住院.
入院后予全肠外营养(TPN)支持治疗, 隔天
大便隐血均为阳性, 病原体检测阴性. 第4天血小
板降至14×109/L, 输血小板10单位. 第6天骨穿:
巨核细胞数量增加、成熟障碍. 根据临床表现和
实验室检查, 符合ITP诊断标准[1], 予地塞米松10
mg静滴, 3 d后改强的松30 mg po . 第7天大便减为
2次, 腹部平片: 低位性肠梗阻较前改善, 遂行结
肠镜检查: 整个结肠黏膜充血水肿、脆性增加,
广泛片状糜烂伴出血和溃疡, 横结肠至直肠黏膜

出现瘀点、瘀斑. 但需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血
小板减少. 已证明未控制的严重的UC可发生高
凝和继发的纤溶异常, 甚至DIC[4]. 而UC本身也
可出现纤溶物增加[5]. 本患者存在DIC的临床表
现, >1次DIC实验指标异常, 但不够诊断标准, 排
除DIC; 同时排除其他引起血小板减少和血液凝
聚-纤溶异常的疾病, 根据检查结果和治疗反应
符合ITP. UC和ITP给予激素治疗均可取得疗效.
本患者予激素和SASP治疗, 有限时间内取得较
好疗效. 但病情如果复发, 有些患者需要使用免
疫抑制剂或结肠或/和脾切除.
致谢: 感谢本院消化科和血液科医师在本病诊
治中提供的帮助.

见散在息肉样隆起, 表面糜烂(图2). 根据临床表
现和肠镜结果, 符合UC诊断标准[2], 加用柳氮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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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痛, 全身皮肤无瘀点、紫癜, 左下腹无压痛, 血
小板134×109/L, 予出院后继续使用SASP, 强的

2

松治疗. 患者临床过程和血小板变化见图3. 2 mo

3

后随访患者强的松10 mg/d, SASP 3 g/d维持, 血
象正常, 无腹泻等不适.
2 讨论

4

U C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
腹痛、腹泻、黏液便和血便是主要临床症状, 但
暴发型少见. 本例除一般UC表现外, 还有身体衰
弱、精神萎靡、贫血、低蛋白血症、中毒性结
肠扩张等临床和检查异常, 诊断急性暴发型UC.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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