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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及其相关硒之间的关系
进行综述.
关键词: 肝脏疾病;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硒
蔡晓波, 陆伦根.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与肝脏疾病. 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 2009; 17(32): 3279-3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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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utathione peroxidas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anti-peroxidation
system of the body and has been implicated
in some diseases. Liver is an important organ
where oxidative stress is generated.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utathione peroxidase
and liver diseases has been reported in many
studies.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review the recent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r diseases and selenium-dependent
glutathione peroxidase.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279.asp

0 引言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
GSH-Px)于1957年由Mills从牛红细胞中发现, 由
于分子结构中含硒, 故又名硒谷胱甘肽过氧化
物酶. 生物体在正常的生理活动中产生活性氧
如O2-, H2O2, OH-和单线态氧, 除满足机体代谢需
要外, 不可避免会作用于其他生物分子, 从而引
起机体病变. GSH-Px以GSH为底物和超氧化物

■背景资料

随着氧应激和脂
质过氧化在各种
疾病发病机制中
的重要性越来越
被认识, 机体各种
抗氧化屏障也得
到越来越多的研
究. 肝脏是合成多
种抗氧化酶的主
要器官, 机体氧应
激的存在损伤肝
脏, 而肝细胞受损
后, 合成抗氧化酶
减少, 进一步加重
机体的氧应激. 因
此, 肝脏疾病和氧
应激关系密切, 互
为因果. 作为抗氧
化屏障的重要组
分的GSH-Px与肝
脏疾病之间的关
系也得到了众多
研究.

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 SOD)、过氧化氢
酶(catalase, CAT)一起, 共同清除机体活性氧, 减
轻和阻止活性氧的过氧化作用. 目前发现GSHPx至少有4种同工酶. 第1种为细胞GSH-Px, 主要
分布在组织细胞的细胞区、线粒体和红细胞中.
第2种为磷脂过氧化氢GSH-Px, 主要分布在各种
组织细胞外的细胞液内, 部分分布在细胞膜上,
是必需的生物膜组成成分. 第3种为血清G S HPx, 主要分布在血液中. 第4种为消化系GSH-Px,
高表达于胃肠道黏膜上皮细胞. 由于硒是GSHPx的构成成分, 机体硒含量和GSH-Px活力密切
相关. 用低硒低碘饲料喂养SD大鼠, 其后代肝脏

Key Words: Liver diseases; Glutathione peroxidase;
Selenium

GSH-Px含量明显降低[1]. 硒缺乏动物血液、肝

Cai XB, Lu LG. Glutathione peroxidase and liver diseas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279-3282

表明机体硒的水平与GSH-Px相关, 而硒的生物

脏GSH-Px活力下降, 而补硒可升高GSH-Px. 这
学作用也与GSH-Px密切相关. 脂质过氧化被认
为在多种肝病的发病机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

摘要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是机体抗过氧化屏障的
组分之一. 他与多种疾病发病的关系得到了广
泛的研究. 肝脏是氧应激产生的重要脏器. 多
项研究对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与肝脏疾病的
关系进行报道. 本文对近年来关于肝脏疾病与
www.wjgnet.com

用, 而作为机体抗氧化防御重要组分的GSH-Px
在肝脏具有丰富的分布. 因此, GSH-Px与各种肝
病的关系也得到了许多的研究.
1 慢性乙型和丙型病毒性肝炎
C h r o b o t e t a l [2] 对100例慢性乙型肝炎病毒

■同行评议者

王炳元, 教授, 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消化内
科

3280
■研发前沿

GSH-Px在肝脏疾
病发病和治疗中
的地位、不同类
型的GSH-Px在肝
病及其并发症中
的各自作用以及
以GSH-Px为靶向
结合其他抗氧化
剂治疗对肝病的
疗效等仍然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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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itis B virus, 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的发病机制

C virus, HCV)感染儿童的研究显示其CAT、

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NAFLD时增强的氧应激状

SOD活性降低而GSH-Px活性升高, 从而认为慢

态促进脂质的过氧化反应形成脂质过氧化物.

性肝炎的儿童可能存在不充分抗氧化剂屏障.

脂质过氧化物又可直接损伤肝细胞膜导致其死

Czuczejko et al 的研究显示乙型肝炎和丙型肝

亡, 与库普弗细胞及肝细胞释放的细胞因子一

炎患者中ALT正常者红细胞GSH-Px活性与健康

起介导肝内炎症及诱导纤维化的发生. 作为抗

对照无明显差异, 但在ALT升高者则轻度降低,

脂质过氧化屏障的重要组分, GSH-Px在NAFLD

但不显著. 而血清GSH-Px在ALT正常者则轻度

中的作用也得到研究.

[3]

降低, 在ALT升高者则升高. 这种矛盾的结果可
能由于肝细胞损伤时细胞内异质体的释放.

红细胞是过氧化损伤的一个潜在靶细胞. 红
细胞脂质对过氧化的易感性反应包括肝脏器官

肝炎病毒在基因水平与GSH-Px相互影响.
张健 et al 采用酵母双杂交技术对HCV E2蛋白
[4]

合蛋白进行研究, 在人肝细胞文库中筛选出人
类硒结合蛋白, 表明HCV E2与硒结合蛋白有相
互作用, 从而推测HCV E2可能存在编码硒蛋白
的读码区. 通过比较GSH-Px和HCV基因序列,
发现GSH-Px同源区与HCV NS4基因区重叠, 并
且是在HCV非常保守的基因区. HCV能编码硒
依赖的GSH-Px基因. 因此推测GSH-Px基因的存
在及表达有助于解释过氧化应激作用加速HCV
疾病进展为肝细胞癌[5].
体外试验显示GSH-Px在HCV感染的人肝
细胞系明显下调(将近20倍). 与此同时, 细胞总
的G S H-P x活性明显降低, 这使得人肝细胞对
氧化打击更加易感. 干扰素α治疗下调H C V复
制伴随着胃肠道GSH-Px表达恢复至正常水平.
另外, 通过基因转导使复制系细胞表达胃肠道
GSH-Px能使HCV-RNA下调, 且这种下调与剂
量相关. 通过维甲酸激活细胞GSH-Px基因(编码
胃肠道GSH-px)的启动子, 能以时间和剂量依赖

和组织的类似异常. Das et al [8]研究显示NAFLD
患者红细胞谷胱甘肽、过氧化氢酶活性、GSH
还原酶活性、G S H-P x活性分别降低10.7%、
18.5%、8.1%和16.8%. GSH-Px的减少可能与其
过度消耗和活性氧引起GSH-Px失活有关.
Perlemuter et al [9]研究显示NAFLD患者肝
脏GSH-Px活性较正常对照升高, 而红细胞GSHPx活性则无明显改变. 这表明NAFLD患者肝组
织内抗氧化酶活性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而红细
胞的抗氧化状态并不反应肝脏的氧化状态. 该
研究中肝活检证实的NAFLD患者肝脏只有轻中
度的炎症而无纤维化. 而Sreekumar et al [10]研究
显示继发于NAFLD的肝硬化患者肝脏编码包括
GSH-Px在内的多种抗氧化酶基因明显下调. 这
可能是在NAFLD的早期阶段, 受到氧化打击的
影响, 肝脏GSH-Px活性代偿性增加, 而随着肝脏
炎症纤维化的进展, GSH-Px的活性和合成受到
抑制, 而此又进一步加重了肝脏的过氧化损伤.
N A F L D患者血清硒浓度明显降低, 肝组

的方式下调HCV的表达, 而且这种效应可以逆

织硒水平也降低. Loguercio et al [11]研究了50例

转. 维甲酸的这种效应依赖于硒, 且可以被GSH-

N A F L D患者(11例为脂肪性肝炎, 39例为肝硬

Px siRNA取消. 因此胃肠道GSH-Px可能起到抗

化), 结果显示肝硬化者血清硒和G S H水平明
显降低, 而红细胞的硒和GSH水平也明显降低.

[6]

HCV的作用 .
硒被发现能增强免疫, 能延缓H I V阳性的
AIDS患者的病情进展, 而在病毒性肝炎中的免

GSH的水平与肝脏损伤程度相关. 血清及红细
胞硒和GSH水平直接相关.

疫调节作用也得到研究. 研究显示乙型肝炎、
丙型肝炎患者血硒含量明显降低. 慢性乙型肝

3 酒精性肝病

炎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膜流动性、白介素-2产

酒精在体内主要通过肝脏代谢为乙酸. 在乙醇

生和白介素-2受体表达明显降低, 这与体外培养

的代谢过程中特别过量时形成了大量的自由基,

中用过氧化物刺激外周血单核细胞产生的反应

损伤肝细胞, 引起肝脏炎症坏死和纤维化. 氧应

一致, 而补充硒能够逆转这种情况, 这说明硒能

激和脂质过氧化在酒精性肝病的发病中起了关

够改善慢性肝炎时的免疫功能, 而硒的这一作

键的作用.

[7]

用可能是通过含硒蛋白质的抗氧化功能介导 .

Das et al [8]研究显示酒精性肝病患者红细
胞GSH-Px活性降低45.3%. Girre et al 研究[12]也

2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显示红细胞和血清G S H-P x在重度饮酒的慢性

脂质过氧化在非酒精性脂肪肝型肝病(n o n-

酒精性肝病而无肝硬化者中明显降低. 但也有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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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道酒精性肝病患者红细胞G S H-P x与健
[3]

康对照相比只有轻度、无统计学意义的改变 .
Guemouri et al [13]研究也显示无肝硬化的长期酗

活性, 抑制TNF-α的过度释放, 抑制肝细胞钙离
[21]

子的急剧释放, 从而保护了肝损伤 .

酒者血清GSH-Px轻度升高, 但无明显统计学意

5 肝癌

义. Czuczejko et al [3]研究显示以酒精性肝病为主

GSH-Px在肝癌组织表达明显降低, Northern blot

体的慢性肝病患者(50例酒精性肝病, 3例自身免

分析显示GSH-Px mRNA在肝癌组织比正常肝细

疫性肝病、11例隐源性肝病)ALT正常者血红细

胞降低2/3. 这表明在致癌物诱导的肝细胞肝癌

胞GSH-Px活性轻度降低, 而ALT升高者则无明

中, GSH-Px表达受到的影响在mRNA水平已发

显差异. 动物研究显示酒精诱导的肝脏GSH-Px

生[22]. 肿瘤组织GSH-Px活性较正常降低, 而肿瘤

活性改变与病理学损伤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当

邻近组织的GSH-Px活性也较正常组织降低, 这

肝脏没有明显炎症坏死时, 酒精不能诱导GSH-

表明肝细胞肝癌可能在GSH-Px不足的环境下发
生[23].

[14]

Px活性的改变 .
酒精性肝病患者全血和血清及肝组织硒含

硒被认为有抗肝脏肿瘤的效果. 硒的抗肿瘤

. 酗酒者血

机制包括降低致癌原的致突变性, 抑制细胞增

清、全血、红细胞硒含量明显降低. 酒精性肝

殖及通过硒依赖的GSH-Px起到抗氧化损伤. Yu

硬化患者全血和血清硒含量明显降低. 而男性

et al [24]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肝癌患者的血清硒水

酗酒者在戒酒1 mo后复查血清硒水平与对照者

平明显较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的对照者降低.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的对照者降低.
表面抗原阳性的对照者降低.

无明显差异[3]. 对于酒精性肝病, 硒降低可能与

将血清硒水平五分, 随着五分值的增加, 其对肝

营养不良、吸收功能降低、酒精诱导硒代谢改

癌调整后的比值比分别为1、0.52、0.32、0.19

变、尿和粪便的异常丢失等. 多个研究显示饮

和0.62. Lee et al [25]对大鼠的体内试验显示低剂

酒者血硒浓度主要和其营养状态相关[3,15].

量的硒能够减少N-nitrosobis(2-oxopropyl)amine

量降低, 24 h尿硒排泄无明显差异

[15]

诱导的肝脏肿瘤数量和大小. Irmak et al 的体外
4 肝硬化

试验[26]显示缺乏硒的环境能对部分肝癌细胞系

Burk et al 研究 显示Child A级肝硬化患者血清

产生氧化打击和促进其释放细胞色素C, 从而引

GSH-Px活性与健康对照相似, 但随着疾病的严

起凋亡, 这种效应可以通过维生素C的抗氧化效

重程度增加而增加. 这可能由于肝细胞损伤时

应而逆转. 而大多数肝癌细胞系能耐受缺乏硒

细胞内异质体的释放. 而肝硬化时肝组织GSH-

的环境, 从而避免凋亡. 其中大多数为整合HBV

P x较正常降低 [17] . 也有报道肝硬化者红细胞

DNA的肝癌细胞系.

[16]

GSH-Px与健康对照相比只有轻度、无统计学意

4年的鸭动物实验显示饮食中补充硒能够减

义的改变[3]. Seckin et al [18]研究显示肝硬化者胃

少同样暴露在自然环境的致病因素中77.2%的
致病因素中77.2%的
因素中77.2%的

组织GSH-Px降低, 且与门脉直径、脾长径成负

HBV感染和75.7%的肝脏癌前病变. 对人群的8

相关, 表明GSH-Px与肝硬化门脉高压有关.

年随访研究显示食用硒化盐的人群原发性肝癌

对不同原因肝硬化患者的研究显示其血清

的发病率减少35.1%. 而当对治疗组撤去硒补充

硒和硒蛋白含量降低, 且与肝硬化的严重程度

后, 肝癌的发病率又开始升高. 然而在停止治疗

相关. 这表明肝脏损伤影响肝脏对含硒蛋白质

后的3年内对HCV的抑制效应仍然存在[27].

的合成. 同时肝硬化也影响了转硫途径, 而这进
一步影响将硒合成为硒蛋白[16]. 对因肝硬化死亡

6 结论

的患者的尸解显示其肝脏硒的含量明显低于健

随着氧应激和脂质过氧化在各种疾病发病机制

[3]

康对照 . 硒补充能减少四氯化碳诱导的肝星状

中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认识, 机体各种抗氧化屏

细胞活化和增殖, 并增加急性损伤期活化肝星

障也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 肝脏是合成多种抗

状细胞的凋亡. 因此硒能够有效地降低肝脏纤

氧化酶的主要器官, 机体氧应激的存在损伤肝

[19]

维化的程度并加快恢复 . 硒也能通过增强免疫

脏, 而肝细胞受损后, 合成抗氧化酶减少, 进一

和抑制NF-κB和TGF-β表达来起到抗纤维化的

步加重机体的氧应激. 因此, 肝脏疾病和氧应激

效应[20]. 富含硒的乳酸菌能使CCl4诱导的肝组织

关系密切, 互为因果. 作为抗氧化屏障的重要组

GSH-Px和SOD降低的活性明显升高, 且与正常

分的G S H-P x与肝脏疾病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

对照接近. 富含硒的乳酸菌也能增强巨噬细胞

众多研究. 多个研究证实硒有抗肝炎病毒、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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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4年的鸭动物实
验显示饮食中补
充硒能够减少同
样暴露在自然环
境的致病因素中
77.2%的HBV感
染和75.7%的肝
脏癌前病变. 对人
群的8年随访研究
显示食用硒化盐
的人群原发性肝
癌的发病率减少
35.1%. 而当对治
疗组撤去硒补充
后, 肝癌的发病率
又开始升高. 然而
在停止治疗后的3
年内对HCV的抑
制效应仍然存在.

3282
■同行评价

肝脏疾病与谷胱
甘肽过氧化物酶
及其相关的硒之
间关系的研究是
预防和治疗慢性
肝病的重要课题,
相关内容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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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恶性肿瘤的效果, 这主要通过与其相关的
GSH-Px的抗氧化作用有关. 而GSH-Px在肝脏疾

13

病发病和治疗中的地位、不同类型的GSH-Px在
肝病及其并发症中的各自作用以及以GSH-Px为

14

靶向结合其他抗氧化剂治疗对肝病的疗效等仍
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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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on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RhoA (Ras homolog
gene family member A) and P27 in 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s) and explore the mechanisms
how MSCs regulate cell cycle progression of
HSCs.
METHODS: MSCs were isolated from rat bone
marrow and propagated in culture flasks. Meanwhile, HSCs and fibroblasts were thawed and
passaged. An indirect co-culture system between
MSCs/fibroblasts and HSCs was established
using a Transwell membrane system (diameter:
www.wjgnet.com

24 mm; pore size: 0.4 μm). HSC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blank control group
(HSCs alone), negative control group (HSCs
plus fibroblasts), and experimental group (HSCs
plus MSCs). Cell proliferation was tested by
WST-8 assay. Cell-cycle phases were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of RhoA and P27 in HSCs was determin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背景资料

MSCs是一类具有
自我增殖和分化
潜能的多能干细
胞, MSCs移植治
疗肝纤维化的效
果已得到初步肯
定, 但其治疗机制
尚不明确. 研究体
外MSCs与HSCs
相互干预的作用
机制具有重要的
意义.

RESULTS: After 24 hours of co-culture, the reduced rate of cell prolifer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and negative control
group co-culture(both P < 0.01).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showed that, after 12 hours of co-culture, the percentage of HSCs in the G0/G1 phas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two control groups (both
P < 0.01), while the percentage of HSCs in the S
phas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two control groups
(both P < 0.01). After 12 hours of co-cultur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RhoA mRNA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two control groups (both P < 0.01), wherea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27 mRNA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two control groups (both P > 0.05).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RhoA protei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two control groups (both P < 0.01),
wherea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P27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two control groups (both P < 0.01).
No correlation was noted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RhoA and P27 mRNAs (r = 0.105). However,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as noted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RhoA and P27 proteins (r =
-0.943, P < 0.01).
CONCLUSION: MSCs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HSCs possibly by modulating the RhoA-P27
pathway to alter cell cycle progression of HSCs.
The upregulation of P27 protein may be due to
the downregulation of RhoA activity.

■同行评议者

张凤春, 教授, 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仁济医院
肿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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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近年来, 国内外异
体或自体MSCs移
植治疗肝病的研
究越发增多, 但采
用构建MSCs和
HSCs共培养的微
环境来研究其相
互作用机制的研
究却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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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体外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SCs)对肝星状细胞(HSCs)RhoA信号因子
及其细胞周期调控因子P27表达的影响, 探讨
MSCs调控HSCs细胞周期G1/S转换机制.
方法: 贴壁筛选法培养、纯化SD大鼠MSCs,
传代至第4代使用; 大鼠肝星状细胞(HSC-T6)
系及纤维原细胞系冻融后传代使用. 应用6孔
塑料细胞培养盒, 每孔使用半透膜(transwell
insert)建立上下双层细胞共培养体系, 常规培
养. 实验分3组: 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
MSCs实验组. 用WST-8法对HSCs增殖率进行
测定;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 RT-PCR、
Western blot检测MSCs与HSCs共培养后HSCs
内RhoA, P27 mRNA和蛋白的表达.
结果: (1)HSCs与MSCs共培养24 h后, HSCs表
现明显增殖抑制(P <0.01), 且呈现时间依赖性.
M S C s实验组与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比
较均有显著性差异(均P <0.01). (2)共培养12 h
后, MSCs可阻滞HSCs由G0/G1期向S期转换,
使G0/G1期细胞增多, S期细胞减少, 与空白对
照组、阴性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3)共培养12 h后, MSCs实验组RhoA
mRNA表达与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比较
均有统计学差异(P <0.05, P <0.01), 随时间的
延长呈递减趋势; 共培养后, MSCs实验组P27
mRNA表达与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比较
均无统计学差异. (4)共培养12 h后, MSCs实
验组R h o A蛋白表达与空白对照组、阴性对
照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均P <0.01), 随时间
的延长呈递减趋势; 共培养12 h后, MSCs实
验组P27蛋白与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比
较均有统计学差异(均P <0.01), 随时间的延长
呈递增趋势. (5)相关性分析显示: RhoA与P27
mRNA的表达无明显相关(r = -0.105); RhoA
与P27蛋白的表达呈显著负相关(r = -0.943,
P <0.01).
结论: MSCs抑制HSCs增殖的机制可能是通过
RhoA-P27通路调控HSCs细胞周期改变; RhoA
活性的下调可能是引起HSCs内P27蛋白表达
增加的原因.

2009年11月18日

第17卷

第32期

关键词: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肝星状细胞; RhoA;
P27; 细胞周期
苏思标, 姜海行, 王东旭, 覃山羽, 梁梓宇.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调
控肝星状细胞RhoA、P27的表达.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2): 3283-3291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283.asp

0 引言
在真核细胞中, 细胞周期调控的物质基础是细
胞周期蛋白(c y c l i n s),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
酶(cyclins-dependent kinases, CDKs), 细胞周
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cyclins-dependent
kinases inhibitors, CKIs)以及其他中间因子.
P27作为C K I s群体中的一员, 在细胞增殖过程
中起着关键的调控作用 [1-2], 能对细胞周期G 1/S
期转换起关键的调控作用[3]. RhoA是RhoGTP
激酶家族的成员之一, 具有调节细胞骨架动力
学、基因转录、细胞周期进程及细胞转化的
功能. RhoA与P27是紧密联系的, RhoA的活化
可下调P27的水平. RhoA可通过调控cyclinE/
C D K2的活性而调控P27蛋白的降解并影响细
胞周期G1/S期进程[4-5]. Tammy et al [6]研究发现,
R h o A可通过激活P I3K通路而减少P27蛋白的
表达, 并能引起其自身D N A合成发生改变, 从
而调控细胞的增殖与迁移. R h o通路阻断剂、
洛伐他丁或者胞外酶体C3均可增强P27 mRNA
的翻译效率 [7] . 此外, R h o A还可以通过调控
S k p2-P27通路而促进细胞周期G 1 /S期转换 [8] .
P27调节细胞迁移是通过调控RhoA的活性而起
作用的[9]. 可见, RhoA活性的改变可以影响P27
蛋白的表达与降解, 从而影响细胞周期G 1/S期
转换的进程. 近期研究发现,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可下调R h o A-R O C K信号转导通路活性, 并能
抑制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s)
活化、增殖与迁移, 促进HSCs凋亡[10-11]. 然而,
MSCs抑制HSCs增殖的机制尚不十分明确. 我
们通过建立MSCs与HSCs共培养体系, 检测共
培养后HSCs内RhoA、P27蛋白和mRNA表达
水平的改变, 初步探讨MSCs通过RhoA-P27通
路调控HSCs细胞周期改变的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健康SD大鼠6只, 周龄6-8 wk, 由广西
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肝星状细胞系
(H S C-T6)及纤维原细胞系(由中山大学附属肿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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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医院细胞库提供); DMEM-LG培养液(购于美

后用2.5 g/L胰酶消化贴壁细胞, 用细胞计数板计
5

国Gibco公司); 特级胎牛血清(购于美国Hyclone

数细胞, 各时段细胞配成细胞浓度为2×10 /mL,

公司); 小鼠抗 RhoA、P27 mAb(购于美国Santa

吹打, 混匀, 取96孔板, 每孔加入100 μL, 每时段

Cruz公司); TRIzol(购于美国Invitrogen公司); 逆

设3个复孔, 每孔加入10 μL CCK-8溶液. 设立空

转录试剂盒(购于美国MBI公司); Transwell insert

白孔, 加入100 μL无细胞的PBS溶液和10 μL的

半透膜(购于美国Millipore公司); Cell Counting

CCK-8溶液. 在细胞培养箱内继续孵育1 h, 再用

Kit-8(CCK-8)试剂盒(购于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

酶标仪检测. 选择吸光度为450 nm进行检查. 取

所); 凯基细胞周期检测试剂盒(购于凯基生物公

各时段A 值均数进行比较.

司); 小鼠重组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购于美国

1.2.6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周期: MSCs与HSCs

Peprotech公司).

各以2×105cells/well的量共培养, 取各时间段

1.2 方法

的细胞, 胰酶消化贴壁细胞, PBS清洗, 70%预

1.2.1 MSCs的分离、培养与功能鉴定: 按文献

冷酒精悬浮固定细胞, 4℃过夜, 加入等量PBS

[12]方法在无菌条件下分离SD大鼠股骨骨髓细

再洗2遍, 加100 μL RNaseA 37℃水浴30 min,

胞, 于37℃、饱和湿度、50 mL/L CO2培养箱中

Propidium Iodide(PI)4℃避光显色30 min, 流式细

培养, 利用MSCs与其他贴壁细胞的贴壁差异性

胞仪检测, MCYCLE软件分析细胞周期.

严格控制传代时胰酶的量和消化时间, 传代纯

1.2.7 HSCs总RNA提取和RT-PCR: 收集各时段

化M S C s, 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 取第4代细

HSCs, 计数, 每5×106个细胞加1 mL的TRIzol,

胞(Passege 4, P4), 2.5 g/L胰酶消化, 调整细胞

振动机振荡混匀. T R I z o l一步抽提法提取总

5

2

浓度2×10 /cm 接种于50 mL一次性培养瓶中,

R N A. 按逆转录试剂盒说明进行逆转录, 并根

备试验用. 取第4代细胞, 用特级胎牛血清内添

据以下条件进行目的基因的扩增: 95℃预变性

加20 μg/L(终浓度)HGF诱导MSCs, 置于37℃、

5 min进入循环, 95℃变性45 s, 55℃退火45 s,

饱和湿度、50 mL/L CO2培养箱中培养, 每3天

72℃ 1 min, 共35个循环后, 72℃延伸5 min, 以

换液1次, 连续培养14 d, 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观

GAPDH为内参照. 扩增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

察细胞形态.

程公司合成. RhoA的上游引物5'-TGGTGATG

1.2.2 HSC-T6的培养、传代与活化鉴定: 大鼠

GAGCTTGTGGTAAG-3', 下游引物 5'-AACAT

H S C-T6系冻融后传代使用.于L-D M E M培养

CAGTGTCTGGGTAGGAG-3'; P27的上游引物

液(含100 mL/L胎牛血清)、37℃, 50 mL/L CO2

5'-TGCAACCGACGATTCTTCTACTCAA-3', 下

培养箱中培养, 8 h即可贴壁生长, 2-3 d后细胞

游引物5'-CAAGCAGTGATGTATCTGATAAAC

80%-90%铺满瓶底即可再次传代, 传至3-4代细

AAGGA-3'; GAPDH上游引物: 5'-GCCAGTAGA

胞生长活跃, 增殖明显可用于实验. 采用免疫组

CTCCACGACAT-3', 下游引物5'-GCAAGTTCA

织化学法检测α-SMA表达. 倒置相差显微镜下

ACGGCACAG-3'. 取 6 μL PCR产物及6 μL DNA

观察活体细胞形态学改变.

Marker进行1.7%琼脂糖凝胶电泳, 采用凝胶图

1.2.3 纤维原细胞的培养、传代: 纤维原细胞系

像分析仪进行吸光度扫描, 观察条带的灰度强

冻融后传代使用方法同上.

弱, 以目的基因/GAPDH的灰度比值表示相对目

1.2.4 细胞共培养: 参照文献[13-14]方法应用6孔

的基因 mRNA水平.

塑料细胞培养盒, 在半透膜(transwell insert) 上

1.2.8 HSCs总蛋白提取和Western blot检测: 用细

5

层接种MSCs或纤维原细胞(2×10 cells/well), 在
5

胞裂解液提取各时段HSCs总蛋白, 考马斯亮蓝

下层接种HSC-T6细胞(2×10 cells/well), 建立

比色法测定蛋白含量, 上样量为80 μg, 蛋白进行

上下双层细胞共培养体系, 常规培养. 实验分组:

15% SDS-PAGE凝胶电泳, PVDF转膜, 非特异性

(1)空白对照组: HSCs单独培养(其上层只含培养

封闭; 加入一抗小鼠抗RhoA、P27 mAb(1∶500

基); (2)阴性对照组: HSCs与纤维原细胞共培养;

稀释), 4℃过夜, 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二

(3)MSCs实验组: MSCs与HSCs共培养. 以上体

抗进行杂交. ECL发光剂1-5 min, 曝光、显影、

系培养观察0、6、12、24、48、72 h. 各时间段

定影. 数码成像分析系统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

于倒置相差显微镜下动态观察活体细胞形态学

以目的蛋白/GAPDH的灰度比值表示相对目的

改变.

蛋白水平.

1.2.5 WST-8法检测HSCs增殖率: 共培养各时段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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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构建
MSCs和HSCs共
培养的微环境,
研究MSCs抑制
HSCs RhoA活化,
并导致细胞周期
的关键调控因子
P27胞内表达增
加, 阻滞HSCs的
增殖、分化. 这可
能是MSCs逆转肝
纤维化的作用机
制之一.
图 1

MSCs原代培养至P4的形态.

A

图 2

B

HGF诱导MSCs 14 d的形态.

C

图 3

HSC-T6复苏后培养、传代的形态学变化. A: 培养12 h; B:培养48 h; C: 传代后48 h.

图 4

HSCs活性鉴定.

图 5

纤维原细胞培养12 h后细胞形态.

应用统计软件SPSS13.0进行分析, 以P <0.05为有

为椭圆形, 细胞体积增大, 高倍镜下细胞折光性

统计学差异, P <0.01为有显著性差异.

强, 核大而圆, 偶见双核, 类似肝细胞形态(图2).
2.2 HSC-T6的形态学特点与活性鉴定 HSCs 12 h

2 结果

在培养瓶中完全贴壁生长,
贴壁生长,
生长, 呈圆形或椭圆形, 胞

2.1 MSCs形态学特点与功能鉴定 接种24 h后首

质内含折光颗粒(图3A),
内含折光颗粒(图3A), 48 h后发生细胞间融

次换液, 可见少量类圆形细胞贴壁生长. 原代培

合现象, 细胞变长且分裂增殖, 呈纤维样细胞形

养3 d后, 镜下可见单个或少量成集落生长贴壁细

状, 胞质内折光颗粒减少(图3B).
内折光颗粒减少(图3B). 消化传代后的

胞, 形态大多呈短梭形; 7-10 d后, 细胞集落不断

HSCs生长速度加快, 48 h成典型的成纤维原细

扩大并形成融合单层, 细胞形态大多呈长梭形或

胞形态(图3C). α-SMA是HSCs活化的标志: 免

多角形; 传至P4, MSCs逐渐纯化, 类似成纤维细

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 HSCs培养48 h后α-SMA

胞, 呈旋涡状生长(图1); 经HGF诱导的细胞在最

表达呈阳性, 胞质被染成棕黄色,
被染成棕黄色, 呈细条索状.

初2-3 d形态无明显变化, 约7-10 d由梭形向三角

HSCs呈星形, 胞体大, 膜状伸展. α-SMA阳性率

形、椭圆形或多角形变化, 14 d时, 分化细胞基本

达95%以上(图4).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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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实验研究MSCs
与HSCs共培养后
HSCs内RhoA、
P27表达的变化,
说明MSCs可能
通过RhoA-P27通
路调控HSCs的
增殖、分化, 为
MSCs移植治疗肝
纤维化提供新的
理论依据.

共培养后HSCs形态学变化. A: 24 h; B: 48 h; C: 72 h.

40

A 360

MSCs试验组
阴性对照组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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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图 7

0

6

12
24
共培养时间(h)

48

72

Cell Number

细胞抑制率(%)

图 6

+Aggregates

300

MultiCycle suggestions(a guideline only):

240

No abnormal DNA content is observed.
The diploid %S = 42.0, %S2 = 13.5

180

The S Phase confidence is good

120
60
0

HSCs细胞增殖抑制曲线.

0

32

64

B 420

h, 在培养瓶中可见完全贴壁生长各组与成纤维
贴壁生长各组与成纤维
壁生长各组与成纤维
细胞形态上基本相似, 呈梭形或不规则三角形,
放射状或旋涡状走行(图5).

Cell Number

2.3 纤维原细胞形态学特点 纤维原细胞培养12

0
C 360

72 h HSCs呈圆形或椭圆形, 无膜状伸展, 折光颗

300

2.5 HSCs增殖率检测
增殖率检测
率检测 以空白对照组的细胞数作
为参照值. 共培养24 h, MSCs实验组HSCs表现轻
度的增殖抑制, 其抑制率为5.15%±2.1%, 此后
细胞增殖抑制明显增强, 48、72 h各为16.23%±
2.35%、32.91%±1.8%, 出现时间依赖性(图7). 24 h
后, MSCs实验组与阴性对照组(2.85%±0.12%、

Cell Number

折光颗粒增多, 细胞贴壁减弱, 细胞数减少(图6B);

较少.

No abnormal DNA content is observed.
The diploid %S = 40.0, %S2 = 12.7
The S Phase confidence is good

140

48 h HSCs多呈椭圆形, 膜状伸展减弱, 包体变小,

明显改变, 呈星形, 胞体大, 膜状伸展, 折光颗粒

MultiCycle suggestions(a guideline only):

210

养0至24 h时段, HSCs形态学无明显改变(图6A);

后, 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照组HSCs形态学均无

SL CL S1

280

70

粒密集, 贴壁差, 细胞数明显减少(图6C). 共培养

96 128 160 192 224 256
DNA content

350

2.4 共培养后HSCs形态学变化 MSCs实验组共培

0

32

64

96 128 160 192 224 256
DNA Content
+Aggregates
MultiCycle suggestions(a guideline only):

240

No abnormal DNA content is observed.
The diploid %S = 33.5, %S2 = 9.6

180

The S Phase confidence is good

120
60
0

0

32

64

96 128 160 192 224 256
DNA Content

图 8 HSCs细胞周期流式细胞图. A: MSCs实验组, 共培养0
h; B: 阴性对照组, 共培养72 h; C: MSCs实验组, 共培养72 h.

±0.99%、58.64%±1.10%, S期细胞数分别为

2.77%±0.25%、2.89%±0.11%)比较具有显著

38.86%±1.17%、35.42%±0.94%、33.5%±

性差异(P <0.01). 共培养全过程中, 阴性对照组

0.78%. 共培养全过程中, 空白对照组与阴性对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无差异.

照组比较无差异(图8).

2.6 HSCs细胞周期的变化 共培养12 h后, MSCs

2.7 RhoA、P27 mRNA的表达 共培养12 h, MSCs

实验组与空白对照组、阴性对照组比较, HSCs

实验组RhoA mRNA表达(0.89±0.02)较空白对

停滞在G0/G1期的细胞数明显增多(P <0.01), S期

照组(1.06±0.02)显著下调(P <0.01), 此后迅速下

细胞数显著减少(P <0.01); 24、48、72 h, G0/G1

调, 72 h达到最低水平(0.37±0.05); 共培养各时

期的细胞数分别为49.45%±0.95%、54.28%

间段中, RhoA mRNA表达, 阴性对照组(1.07±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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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培养后HSCs RhoA蛋白/GAPDH灰度比值 (n = 3, mean±SD)

分组

0h

6h

空白对照组

1.17±0.04

1.14±0.09

阴性对照组

1.07±0.16

1.03±0.25

MSCs实验组

1.18±0.10

1.03±0.15

12 h

24 h

48 h

72 h

1.11±0.12

1.09±0.08

1.09±0.05

1.07±0.05

1.06±0.16

1.06±0.17

1.05±0.28

0.99±0.27

0.86±0.07b

0.60±0.11b

0.46±0.03b

0.18±0.03b

b

P <0.01 vs 空白对照组.

表 2

共培养后HSCs P27蛋白/GAPDH灰度比值 (n = 3, mean±SD)

分组

0h

6h

24 h

48 h

72 h

空白对照组

0.19±0.02

0.19±0.03

0.20±0.04

12 h

0.20±0.04

0.21±0.04

0.22±0.04

阴性对照组

0.22±0.03

0.22±0.05

0.21±0.04

0.20±0.02

0.21±0.02

0.22±0.03

MSCs实验组

0.13±0.03

0.14±0.03

0.39±0.03a

0.73±0.07b

1.07±0.02b

0.96±0.06b

a

P <0.05, bP <0.01 vs 空白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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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HSCs RhoA
mRNA的表达. A: 空
白对照组; B: 阴性对
照组; C: MSCs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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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 4: 24 h; 5: 4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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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HSCs P27
mRNA的表达. A:
空白对照组; B:
阴性对照组; C:
MSCs实验组. 1: 0
h; 2: 6 h; 3: 12 h;
4: 24 h; 5: 48 h; 6:
72 h; M: Marker.

C

C

表达状态(表2, 图12). 阴性对照组与空白对照组
RhoA、P27蛋白表达在共培养的各个时间点比
蛋白表达在共培养的各个时间点比
表达在共培养的各个时间点比
较均无差异. RhoA与P27蛋白表达呈显著负相关
蛋白表达呈显著负相关
表达呈显著负相关
0.03, 1.03±0.05, 1.06±0.03, 1.04±0.07, 1.01±
0.06, 0.96±0.10)与空白对照组(1.08±0.02, 1.04
±0.03, 1.06±0.02, 0.96±0.08, 1.00±0.06, 0.92
±0.07)比较均无差异(图9); 共培养全过程中, 各
组P27 mRNA表达的比较均无差异(图10). RhoA
与P27 mRNA表达无明显相关(r = -0.105).
2.8 RhoA、P27蛋白的表达
蛋白的表达
的表达 共培养后12 h, MSCs
实验组RhoA蛋白表达(0.86±0.07)较空白对照
组(1.11±0.12)显著下调(P <0.01), 此后缓慢下

(r = -0.943, P <0.01).
3 讨论
H S C s是肝纤维化的中心环节, 其活化后可
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型. 活化型星状细胞有较
大的胶原合成能力 [15] , 大量合成细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导致肝内ECM过量
积聚, 最终导致肝纤维化和肝硬化形成. MSCs是
骨髓来源干细胞[16-17], 具有多向分化潜能. 在体
内外研究中, MSCs可成功分化为肝样细胞[18-19].

降, 72 h达到最低水平(表1, 图11); 共培养后12

M S C s通过外周静脉移植可有效逆转肝纤维化

h, MSCs实验组P27蛋白表达(0.39±0.03)较空白
蛋白表达(0.39±0.03)较空白
表达(0.39±0.03)较空白

或肝硬化, 阻止肝组织病理学变化 [20-22]. MSCs

对照组(0.20±0.04)上调(P <0.05), 至24 h MSCs

定植入肝脏之后, 通过与肝细胞及星状细胞之

实验组P27蛋白(0.73±0.07)表达较空白对照组
蛋白(0.73±0.07)表达较空白对照组
(0.73±0.07)表达较空白对照组

间的旁分泌及其信号通路传导发挥重要作用[23].

(0.20±0.04)显著上调(P <0.01), 此后持续维持高

Shiotani et al [11]研究发现抑制Rho-ROCK信号通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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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HSCs RhoA蛋白的表达. A: 空白对照组; B: 阴性对照
组; C: MSCs实验组. 1: 0 h; 2: 6 h; 3: 12 h; 4: 24 h; 5: 48 h; 6:
72 h.

图 12 HSCs P27蛋白的表达. A: 空白对照组; B: 阴性对照
组; C: MSCs实验组. 1: 0 h; 2: 6 h; 3: 12 h; 4: 24 h; 5: 48 h; 6:
72 h.

路活化可以阻断HSCs增殖、收缩和迁移, 促进

段, 抑制P27表达可以增加S期细胞的比率[27]. 可

HSCs凋亡. 同时, 我们前期研究[10]发现, Rho家

见, MSCs抑制HSCs RhoA的高表达, 而RhoA活

族蛋白在治疗大鼠急慢性肝损伤中发挥重要作

性的下调导致P27蛋白降解的减少, P27蛋白在

用. MSCs可下调RhoA-ROCK信号转导通路活性

胞内大量聚积, 致使大量HSCs停滞在细胞周期

加速肝脏修复. 在体外MSCs与HSCs共培养研究

的G0/G1期, 即停滞在细胞周期的DNA合成前期,

中, MSCs可抑制HSCs的活性、增殖及其RhoA

最终导致HSCs细胞分裂、增殖减少, 活性减低,

蛋白的表达. 可以推断, RhoA活性下调可能在

并促进细胞凋亡.
然而, 本研究各组在共培养全过程中, P27

MSCs对HSCs增殖抑制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发现, MSCs与HSCs共培养后, 随着

mRNA表达没有明显变化; 在MSCs实验组中,

时间的延长, HSCs细胞形态逐渐改变, 由0 h呈

P27蛋白水平却能随着RhoA活性下调而呈增多

星形, 胞体大, 膜状伸展, 折光颗粒较少, 至48 h

趋势. 有学者认为, P27在转录水平不受调控[28-29],

呈椭圆形, 膜状伸展减弱, 包体变小, 折光颗粒

P27蛋白上调可能与胞质内P27蛋白降解受阻

增多, 细胞贴壁减弱, 细胞数减少, 至72 h呈圆形

有关. P27蛋白表达的调节方式主要发生在翻译

或椭圆形, 无膜状伸展, 折光颗粒密集, 贴壁差,

后水平, 即泛素蛋白酶体途径介导的P27蛋白降

细胞数明显减少; HSCs细胞增殖率亦下降明显,

解[30-31], 该途径的激活需要Skp2蛋白的活化. 当

这种增殖抑制作用在共培养24 h后更明显; 在对

Skp2-P27复合物形成, 即可致使P27蛋白泛素化

HSCs细胞周期分析时, 我们发现, 共培养12 h后,
HSCs停滞在G0/G1期的细胞数增加开始明显, 而

及降解[32-37], 而RhoA可以通过调控Skp2-P27通
路而促进细胞周期G1/S期转换[8].

S期的细胞数亦开始显著减少, 至72 h时, 这种

在共培养模型中, HSCs在0, 6, 12 h各时段

离散的变化趋势更加显著; 在蛋白水平上, 共培

内细胞形态、活性、增殖抑制率及其R h o A、

养12 h后, HSCs内RhoA蛋白表达显著减少, 而

P27蛋白和mRNA表达水平均无明显变化, 这可

P27蛋白表达明显增加, P27蛋白与RhoA蛋白表

能与两细胞各自通过旁分泌或自分泌某些细胞

达的变化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不难发现, 这

因子和生长因子有关, 如IL-10、TNF-α、GM-

些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间依赖性, 他们各自的

CSF[38]、HGF[19]和NGF[39]等, 这些活性因子可能

变化存在紧密的联系. 研究证实, RhoA可通过

相互影响, 并导致微环境的改变.

调控cyclinE/CDK2 、PI3K通路 、Skp2 的活

总之, MSCs可能通过RhoA-P27通路调控

性而调控P27蛋白的表达与降解, 最终改变细胞

H S C s的细胞周期G 1/S期转换, 抑制H S C s的增

周期的G1/S期进程; RhoA还可调控CIP/KIP家族

殖并促进其凋亡. RhoA活性的下调可能是引起

[5]

[6]

[8]

肿瘤抑制因子(P21、P27、P57)或选择性抑制

HSCs P27蛋白表达增加的原因. 然而本研究应

RhoA或其效应因子mammalian Diaphanous 1和

用的共培养体系所涉及的微环境极为复杂, 深

Rho激酶(ROCK), 有效地抑制细胞增殖和细胞
周期G1/S期转化[24]. 此外, 在正常细胞中, P27蛋
白量在细胞周期G 0期是较高的, 而在有丝分裂
原诱导细胞进入G 1期时P27蛋白量会迅速地减
少[25-26]. P27蛋白高表达可使细胞停滞在G1期时
www.wjgnet.com

入研究该体系内各种信号因子的改变, 对于阐
明MSCs与HSCs作用机制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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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F促进肝癌SMMC-7721细胞侵袭性的自分泌机制
顾 宇, 陆枫林

■背景资料

目前, 对肝癌的侵
袭转移机制研究
虽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 但具体分子
机制仍不十分清
楚, 对其潜在分子
机制的阐明可以
为肝癌侵袭转移
分子靶向治疗奠
定基础. 以往的研
究认为肿瘤的转
移为旁分泌机制,
本研究拟探讨肝
癌细胞侵袭的自
分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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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on cell
invasion and matrix metalloprotease-9 (MMP-9)
expression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 SMMC-7721.
METHODS: SMMC-7721 cells were incub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VEGF. The invasive capacity of cells was determined using
cell invasion assay. The expression of MMP-9
mRNA and protein was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同行评议者

于颖彦, 教授, 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
器官移植中心病
理室

RESULT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cells, cells treated with VEGF ha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vasive capacity (P < 0.01).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MP-9 mRNA and protein
in VEGF-treated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rmal control cells (0.479 ± 0.025,
0.665 ± 0.024 vs 0.315 ± 0.022; 0.521 ± 0.026, 0.662
± 0.026 vs 0.366 ± 0.025, both P < 0.01). The ex-

pression levels of MMP-9 mRNA and protein in
cells incubated with high-concentration VEGF
(30 µg/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ells incubated with low-concentration VEGF (10
µg/L) (P < 0.01).
CONCLUSION: VEGF can upregulate MMP-9
expression and promote cell invasion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MMC-7721 cells via
an autocrine mechanism.
Key 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Matrix metalloprotease-9;
Invasion
Gu Y, Lu FL.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promotes
the invasion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MMC-7721 cells via an autocrine mechanism.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292-3295

摘要
目的: 探讨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对人
肝癌细胞SMMC-7721侵袭力以及对该细胞中
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的影响, 初步研究
VEGF对肿瘤侵袭和转移的影响及可能的作
用机制.
方法: 使用VEGF体外培养人肝癌SMMC-7721
细胞, 通过细胞体外侵袭实验检测细胞侵袭
能力的改变, 再分别使用30 μ g/L、10 μ g/L
VEGF培养人肝癌SMMC-7721细胞, 以正常培
养人肝癌SMMC-7721细胞为空白对照组. 使
用半定量RT-PCR和Western blot法对3组细胞
中MMP-9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进行分析.
结果: 细胞体外侵袭实验显示, 外加VEGF培
养后, 细胞侵袭力明显增强(P <0.01); MMP-9
mRNA和蛋白的表达在外加VEGF组中要明显
高于空白对照组(0.479±0.025, 0.665±0.024
vs 0.315±0.022; 0.521±0.026, 0.662±0.026
vs 0.366±0.025, 均P <0.01), 且高浓度和低浓
度组之间也有明显差别.
结论: 肝癌SMMC-7721细胞系中存在有自分
泌机制, VEGF可通过自分泌机制上调肝癌细
胞的MMP-9表达, 进而促进肿瘤的浸润转移.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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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悬液, 37℃、50 mL/L CO2培养箱孵育24 h. 取
出上室; 棉签擦去Matrigel胶以及膜上层细胞,
无水酒精固定膜下层细胞, 苏木素染色; 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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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随机选取10个高倍视野记数.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292.asp

1.2.3 RT-PCR分析: 分3组进行细胞培养: 空白
对照组、VEGF 10 μg/L组、VEGF 30 μg/L浓

0 引言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世界
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HCC有高致死率, 特别
是肝硬化基础上发展为肝癌的患者[1], 容易发生
早期肝内外转移, 预后较差. 因此, 对于肝癌的
侵袭转移机制的研究是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 对
肝癌的侵袭转移机制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具体分子机制仍不十分清楚, 对其潜在分子
机制的阐明可以为肝癌侵袭转移分子靶向治疗
奠定基础. 以往的研究认为肿瘤的转移为旁分
泌机制, 本研究拟探讨肝癌细胞侵袭的自分泌
机制.

度组. 细胞培养至细胞融合达90%以上时, 按
TRIzol试剂盒说明提取空白对照组、VEGF 10
μg/L组、30 μg/L组的细胞总RNA, 琼脂糖凝胶
电泳初步评价RNA的质量, 分光光度仪测定总
RNA纯度. 根据RNA纯度将每组的RNA调至每
个反应体系中含1 μg. MMP-9引物上游序列为
5'-CAC TGT CCA CCC CTC AGA GC-3', 下游序
列为5'-GCC ACT TGT CGG CGA TAA GG-3', 扩
增产物为263 bp; 内参GAPDH引物上游序列为
5'-CAT CTT CCA GGA GCG AGA-3', 下游序列
为5'-TGT TCT CAT ACT TCT CAT-3', 扩增产物
为203 bp. 对RT-PCR产物进行琼脂糖电泳, 数字
成像系统进行拍照分析.

1 材料和方法

1.2.4 Western blot检测MMP-9蛋白的表达: 将融

1.1 材料 人肝癌细胞株S M M C-7721由本校分

合达90%以上的3组细胞用细胞裂解液裂解, 分

子生物中心实验室提供; D M E M高糖细胞培

别提取各自的细胞总蛋白, 在11%聚丙烯酰胺

养基购自美国G i b c o公司; 胎牛血清购自杭州

凝胶中电泳, 将蛋白电转膜至硝酸纤维膜上, 50

四季青生物公司;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g/L脱脂奶粉封闭后分别与抗MMP-9单克隆抗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购自美国-9

体杂交, 再与相应的酶标记二抗反应, 阳性条带

Santa Cruz公司; 单克隆抗人基质金属蛋白酶

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放置Kodak活体成像仪直接

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9, MMP-9)抗体购

数码显色.

自美国Santa Cruz生物公司; 免疫组织化学试

统计学处理 实验的定量检测结果以mean±

剂盒购自北京奥伯森生物公司; TRIzol裂解液

SD表示, 2组均数间比较使用t 检验; 多组均数间

购自美国Invitrogen公司; RT-PCR试剂盒购自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两两组间比较采用q

日本TaKaRa公司; Matrigel胶购自美国Becton-

检验. 采用SAS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P ≤0.05

dickinson公司.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 人肝癌细胞株SMMC-7721用

2 结果

含100 mL/L胎牛血清的DMEM高糖培养基, 在

2.1 外加VEGF后, 人肝癌细胞株SMMC-7721

37℃、50 mL/L CO2培养箱里常规培养, 细胞长

侵袭力明显增强 通过显微镜下高倍视野计数,

至80%培养皿面积时. 以2.5 g/L胰酶37℃消化1
min, 倒去胰酶, 加入新鲜培养基, 吹打至单细胞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外加V E G F的人肝癌细胞
株S M M C-7721细胞的侵袭力明显增加(侵袭

悬液, 分装传代.

细胞数量: 441.7±29.8256 vs 151.0±29.18904,

1.2.2 侵袭性实验: 加M a t r i g e l胶至24孔板上

P <0.01, 图1).

的Transwell小室上室, 每孔100 μL, 37℃放置

2.2 MMP-9 mRNA的表达 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4-5 h; 使用无血清培养基轻柔的清洗凝胶后的

外加VEGF组的MMP-9 mRNA表达明显增高, 并

Matrigel, 吸出培养板上多余液体; 下室放置600

且和浓度之间存在量的关系(表1, 图2).

μL含有5 mg/L fibronectin、200 μg/L的VEGF培

2.3 M M P-9蛋白的表达 本实验检测人肝癌

养基, 作为黏附底物; 对照组下室加不含VEGF

S M M C-7721细胞在加入V E G F不同浓度后

的无血清培养基; 2组上室均加入含有105个细胞

MMP-9蛋白水平的表达. 结果显示, 外加VEGF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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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肝癌细胞株SMMC-7721细胞体外
侵袭图. A: VEGF 200 μg/L组; B: 空白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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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Western
blot检测MMP-9
蛋 白 的 表 达 . 1:
空白对照组; 2:
VEGF 10 μg/L组; 2:
VEGF 30 μg/L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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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人肝癌SMMC-7721细胞中MMP-9 mRNA的表达. 1:
DNA Marker; 2: 空白对照组; 3: VEGF 10 μg/L组; 4: VEGF
30 μg/L组.

表 1

人肝癌SMMC-7721细胞中MMP-9蛋白及mRNA的表达

		

蛋白

mRNA

后, MMP-9蛋白的表达水平与空白对照组相比

空白对照组

0.366±0.025

0.315±0.022

明显增高, 并且和浓度之间存在量的关系(表1,

VEGF 10 μg/L组

0.521±0.026b

0.479±0.025b

VEGF 30 μg/L组

b

0.665±0.024b

图3).

0.662±0.026

b

P <0.01 vs 空白对照组.

3 讨论
肿瘤的侵袭、转移级联反应涉及到多个步骤,
包括肿瘤在局部生长到一定大小后, 肿瘤细胞

恶性转化后, 必须降解细胞外的基质为自己的

从原发灶脱落, 降解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生长提供空间, 并将其改建为适合自己生长的

matrix, ECM)和基底膜, 进入血液循环系统后逃

微环境. MMP-9是MMPs家族中相对分子质量

逸宿主的免疫监控而存活下来, 到达远处组织

最大的酶, 他可以降解所有ECM. MMP-9是水解

器官后黏附并形成微小转移灶, 继而新生血管

ECM的重要蛋白水解酶, 在肿瘤的侵袭、转移

形成, 最后继发形成肿瘤. VEGF和基质金属蛋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主要降解基底膜的主要

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MMPs)在此过程

成分Ⅳ型胶原、Ⅶ型、Ⅹ型胶原和明胶.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MMPs是一族Zn2+依赖的蛋白水解酶, 主要

VEGF是1989年由Ferrara et al 发现的, 是最
重要的血管生成调节因子. VEGF对肿瘤的影响

负责组织重塑与ECM的降解, 现已至少发现该

机制可能有[4]: (1)促进肿瘤血管形成, 这与VEGF

家族的26个成员[2], 他们大多于人体或其他哺乳

能增加血管通透性、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

动物中表达. MMPs对肿瘤作用为 : (1)刺激肿

促进血管支持物生长有关; (2)促进肿瘤淋巴管

瘤进展; (2)诱导血管生成; (3)促进肿瘤侵袭; (4)

生长; (3)对肿瘤细胞的细胞动力影响; (4)增强肿

促进肿瘤细胞从原发位置逃逸; (4)促使肿瘤细

瘤细胞对放疗的耐受性及影响免疫功能. VEGF

胞在继发转移位点定居等.

在许多肿瘤组织中均有较高水平的表达, 如在

[3]

MMPs在恶性肿瘤发生和进展中的作用主

脑肿瘤、卵巢肿瘤、黑色素瘤、肺癌、大肠癌

要是降解E C M、促进肿瘤生长、浸润和转移.

中与肿瘤生长密切相关. Kamel et al [5]在比较肝

ECM是宿主细胞赖以生存的微环境, 细胞发生

癌、肝纤维化患者治疗前与健康者血清VEGF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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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时发现, 有门静脉侵犯和转移的肝癌患者

通过本实验, 证实了肿瘤细胞亦可在外在的细

其血清VEGF和MMP-9水平较无门静脉侵犯和

胞因子作用下自分泌降解基质的酶分子, 从而

转移的明显升高, 并且发现血清VEGF水平在肿

促进肿瘤细胞的侵袭, 促进肿瘤细胞的恶性化.
总之, VEGF在促进肿瘤转移中, 除了旁分

瘤>5 cm和<5 cm的患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显
示了VEGF可以导致肿瘤侵袭和转移能力增加.

泌机制调节新生血管形成外, 还经自分泌机制

M M P s的表达和活性受酶原合成、活化

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 其中包括上调肿瘤细胞

和抑制剂抑制3个水平调控. 在正常生理条件

的MMP-9的表达来增加肿瘤细胞的侵袭性. 目

下, MMP-9的表达受到严格的调控目前已明确

前, 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在基因或蛋白水平

的上调因素有IL-1、TNF-α、EGF、VEGF等.

上对一些癌基因或促肿瘤生长的因素进行干预

Hiratsuka et al 就报道了可以通过肺内皮细胞的

已成为新的治疗肿瘤的方向. 本研究为肝癌的

VEGFR-1产生MMP-9从而促进在肿瘤在肺的转
移[6].
目前大多数研究显示V E G F作用于肿瘤细

基因治疗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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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周围的间质细胞, 促进MMP-9分泌, 为旁分泌
机制, 肿瘤细胞是否存在促进侵袭的自分泌机
制还不明了, 因此探讨肿瘤细胞的侵袭的自分
泌机制有助于了解肿瘤细胞特性, 丰富肿瘤转
2

移的理论基础.
本实验通过对使用V E G F培养的肝癌细
胞和正常培养的肝癌细胞侵袭力的比较, 得出

3

VEGF可以促进人肝癌SMMC-7721细胞株侵袭
力增加, 证明了V E G F可以促进肿瘤细胞的侵

4

袭, 和以往的研究一致. MMP-9是肿瘤侵袭转移

5

中最重要的酶分子之一, 因此我们假设VEGF促
进肿瘤细胞侵袭力增加可能为上调了MMP-9的
表达所致, 在随后的实验中通过检测各组人肝
癌SMMC-7721细胞中MMP-9的表达, 证实了该
假设, 因此可以说VEGF上调肿瘤细胞的MMP-9
表达是增加肿瘤细胞的侵袭力的作用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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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decan-1在急性结肠炎及慢性化小鼠模型中的表达及
其意义
王显飞, 陈 予, 戴俊臣, 陈村龙, 王 霞, 陈 烨

■背景资料

S y n d e c a n 1(Sdc-1)属于黏
附分子整合素跨
膜粘结蛋白聚糖
家族成员, 生理
状态下主要表达
于上皮细胞表面,
是肠上皮细胞紧
密连接的重要组
成部分, 在炎性
过程中, Sdc-1通
过其胞外段硫酸
乙酰肝素链(属于
GAGs)共价结合
多种胞外配体, 结
合各种生物分子
及调节各种结合
蛋白的生物学功
能, 参与炎症反应
的多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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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syndecan-1
(SDC-1) in dextran sodium sulphate (DSS)induced colitis that progresses to chronicity
in mice and explore the role of SDC-1 in the
progression of colitis.
■同行评议者

高泽立, 主任医
师, 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九
人民医院周浦分
院消化科

METHODS: Fifty-four C57BL/6 mice were
equal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model
group. The model group was fed 3% DSS ad libitum for 5 days, followed by administration of

distilled water for 2 weeks to induce acute colitis
that progressed to chronic inflammation.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fed distilled water. Mice
were killed on days 5, 12 and 19, respectively.
The histological changes in the colon were observed and scored under light microscopy. The
expression of SDC-1 and interleukin-8 (IL-8)
mRNAs as well as SDC-1 protein in colonic
tissue was detected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histological scores on days 5, 12
and 19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model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2.17 ± 1.03, 2.60
± 1.73 and 1.18 ± 0.75 vs 0.04 ± 0.13, respectively;
all P < 0.05).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SDC-1
mRNA and protein in the colon at all time poi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model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mRNA: 1.58 ± 0.13, 1.39
± 0.17 and 1.78 ± 0.08 vs 2.12 ± 0.03, respectively;
all P < 0.05; protein: 1.59 ± 0.12, 1.43 ± 0.12 and
1.81 ± 0.10 vs 2.20 ± 0.04, respectively; all P < 0.01).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IL-8 mRNA in the colon
at all time poi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model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1.20
± 0.15, 1.53 ± 0.05 and 1.65 ± 0.04 vs 1.02 ± 0.08,
respectively; all P < 0.01).
CONCLUSION: The reduced severity of colitis is
associated with downregulated SDC-1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e colon of mice. The downregulation of SDC-1 mRNA and protein may b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IL-8 mRNA level.
Key Words: Syndecan-1; Dextran sulfate sodium;
Mice; Colitis
Wang XF, Chen Y, Dai JC, Chen CL, Wang X, Chen Y.
Significance of syndecan-1 expression in dextran sulfate
sodium-induced colitis that progresses to chronicity
in mic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296-3301

摘要
目的: 探讨Syndecan-1在葡聚糖硫酸钠(DSS)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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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的小鼠结肠炎中的表达及其在肠道炎症
中的作用.
方法: 54只C57B L/6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
组和模型组, 每组27只. 模型组自由饮用3%
DSS溶液, 5 d后改饮用蒸馏水2 wk, 建立急性
结肠炎慢性化模型. 正常对照组饮用蒸馏水
19 d. 于实验第5、12、19天分别处死2组各
9只小鼠. HE染色评价小鼠结肠组织学改变;
RT-PCR检测小鼠肠黏膜Sdc-1 mRNA及IL-8
m R N A表达;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小鼠肠黏膜
Sdc-1蛋白的表达.
结果: 第5、12、19天模型组小鼠结肠组织学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2.17±1.03、2.60±1.73、
1.18±0.75 vs 0.04±0.13, 均P <0.05); 模型组小
鼠肠黏膜Sdc-1 mRNA表达水平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1.58±0.13、1.39±0.17、1.78±0.08 vs
2.12±0.03, 均P <0.05); 模型组小鼠肠黏膜细胞
表面Sdc-1蛋白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1.59±
0.12、1.43±0.12、1.81±0.10 vs 2.20±0.04,
均P <0.01); 模型组小鼠结肠黏膜IL-8 mRNA
表达评分均高于对照组(1.20±0.15、1.53±
0.05、1.65±0.04 vs 1.02±0.08,均P <0.01).
结论: 小鼠结肠炎症的严重程度可能与肠黏
膜Sdc-1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减低均有关,
而肠黏膜Sdc-1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减低可
能与肠黏膜IL-8水平增高有关.

wk, 体质量16-20 g, 无特殊病原体(SPF)级; DSS
为美国MPBiomedicals公司产品, 相对分子质量
36 000-44 000 Da; TRIzol反应剂(美国Invitrogen);
TaKaRa RNA PCR试剂盒(AMV)Ver.3.0及标本
保存液(日本TaKaRa); 大鼠抗小鼠Sdc-1胞外段
mAb(clone 281-2)(美国休斯顿医学中心提供); 即
用型非生物素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与DAB显色
试剂盒(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分组及造模: 54只C57BL/6小鼠随机分为
正常对照组和模型组, 每组27只. 模型组小鼠造
模按Melgar et al [2]和Cooper et al [3]的方法建立急
性结肠炎慢性化模型: 给小鼠自由饮用3% DSS
溶液5 d后饮用蒸馏水14 d. 对照组小鼠饮用蒸
馏水19 d. 两组于实验第5、12、19天分别处死9
只. 所有小鼠均以皮下注射10%水合氯醛的方法
处死.
1.2.2 标本取材: 每只小鼠留取2份结肠标本: 一
份以100 g/L甲醛固定, 常规石蜡包埋, 用于HE染
色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观察病理组织形态学
变化以及Sdc-1蛋白表达. 另一份用标本保存液
保存, 用于RT-PCR检测.
1.2.3 小鼠结肠H E染色及组织学评分: 参照
Cooper et al [3]的研究观察组织学改变并评分, 平
均观察15个放大100倍的视野, 取其平均值. 评
分标准: 0分为正常结肠黏膜; 1分为隐窝腺体丢

关键词: Sdc-1; 葡聚糖硫酸钠; 小鼠; 结肠炎
王显飞, 陈予, 戴俊臣, 陈村龙, 王霞, 陈烨. Syndecan-1在急性

失1/3; 2分为隐窝腺体丢失2/3; 3分为隐窝腺体
全部丢失, 黏膜上皮完整, 伴有轻度炎性细胞浸

结肠炎及慢性化小鼠模型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

润; 4分为黏膜上皮糜烂、破坏, 伴有明显炎性

志 2009; 17(32): 3296-3301

细胞浸润.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296.asp

1.2.4 RT-P C R检测肠黏膜S d c-1 m R N A表达:
提取总RNA后, 逆转录为cDNA, 行PCR扩增:
94℃、10 m i n, 94℃、45 s, 57.5℃、1 m i n,

0 引言
Syndecan-1(Sdc-1)属于黏附分子整合素跨膜粘

72℃、1 min, 35个循环, 终末延伸72℃、10 min.

结蛋白聚糖家族成员, 生理状态下主要表达于

引物GAPDH上游: 5'-TGG CAA AGT GGA GAT

上皮细胞表面, 是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的重要

TGTT-3'; GAPDH下游: 3'-TAG TGA CGG TGG

组成部分, 在炎性过程中, Sdc-1通过其胞外段硫

GTC TTC-5'(484 bp). Sdc-1上游: 5'-CAG CAG

酸乙酰肝素链(属于GAGs)共价结合多种胞外配

CAA CAC CGA GAC-3'; Sdc-1下游: 3'-CTC

体, 结合各种生物分子及调节各种结合蛋白的

CTA CCT TGA CGG TTA G-5'(359 bp). IL-8上游:

[1]

生物学功能, 参与炎症反应的多个环节 . 本研
究通过葡聚糖硫酸钠(D S S)诱导的急性结肠炎

5'-AGA AGC ATG GCC CAG AAA TCA-3'; IL-8
下游: 3'-GGC CTT GTA GAC ACC TTG GT-5'(产

慢性化小鼠模型监测Sdc-1在结肠炎中的变化,

物: 176 bp). 扩增产物经琼脂糖电泳后, 进行成

探讨Sdc-1在肠道炎症中的作用.

像及分析. 用Image-Pro Plus 6.0软件对RT-PCR
条带进行半定量, 目的条带灰度值/内参条带灰

1 材料和方法

度值 = IA 比值, 以此来表示Sdc-1及IL-8 mRNA

1.1 材料 选用健康♀C57BL/6小鼠54只, 鼠龄6-8

的表达水平.

www.wjgnet.com

3297
■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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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间4种因素相
关, 其中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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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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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结肠炎症的
严重程度可能
与肠黏膜Sdc-1
mRNA及Sdc-1蛋
白表达水平减低
均有关, 而肠黏
膜Sdc-1 mRNA及
Sdc-1蛋白表达水
平减低可能与肠
黏膜IL-8水平增
高有关. 本实验
结论与王霞 et al
以三硝基苯磺酸
(TNBS)-乙醇溶
液灌肠诱导的小
鼠结肠炎模型中
肠黏膜Sdc-1蛋白
水平减低而Sdc-1
mRNA表达水平
无明显变化不一
致, 可能与动物模
型及动物种系不
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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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小鼠远段结
肠的组织学改变
(HE×200). A: 模型
组饮用DSS第5天;
B: 模型组第12天;
C: 模型组第20天;
D: 正常对照组.

黏膜完整, 黏膜上皮完整、连续, 腺体排列规则、

小鼠组织学评分 (mean±SD)

结构清楚, 几乎没有炎细胞浸润及溃疡. 模型组小
第19天

鼠在第5、12、19天结肠组织学评分均高于对照

模型组

2.17±1.03a

2.60±1.73ac

1.18±0.75af

组(P <0.05). 模型组小鼠第5天结肠黏膜不完整, 可

正常对照组

0.04±0.13

0.04±0.13

0.04±0.13

见多灶性浅溃疡, 全部隐窝被破坏, 大部分腺体被

分组

第5天

第12天

破坏, 腺体正常结构丧失, 排列紊乱, 腺腔消失, 黏
a

P <0.05 vs 正常对照组; cP <0.05 vs 同组第5天; fP <0.01 vs 同

组第12天.

1.2.5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肠黏膜Sdc-1蛋白表达: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判断参照文献[4]: 凡肠黏膜
上皮细胞膜和腺体细胞膜着色者为阳性, 根据
染色强度和显色细胞的比例进行综合评分. 每
张切片随机选取8个高倍视野(400倍)进行评分.
(1)按组织显色深浅评分: 无显色者为0分, 呈浅
黄色或黄色者为1分, 呈棕黄色者为2分, 呈棕
褐色者为3分, 求出8个视野的平均分. (2)以细
胞着色比例分级为: <25%的细胞着色, 计0.1分;
26%-50%的细胞着色, 计0.4分; 51%-75%的细胞着
色, 计0.6分; 76%-100%的细胞着色, 计0.9分; 求出
8个视野的平均分. (3)每张切片的积分为(1)×(2).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3.0统计软件, 数据
以mean±SD表示, 组内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One-way ANOVA), 组间比较采用单向方差分
析(One-way ANOVA)或独立样本t 检验,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膜固有层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 第12天隐窝部分
或全部被破坏, 杯状细胞显著丢失, 较大溃疡出
现, 黏膜固有层仍有大量炎细胞浸润, 组织学评分
较对照组及模型组第5天显著升高(P <0.01); 第19
天可见局限性灶性小溃疡, 边缘见隐窝及杯状细
胞再生、修复及腺体再生, 炎症主要累及黏膜及
黏膜下层, 以淋巴细胞浸润为主, 组织学评分较模
型组第5、12天显著降低(P <0.05, 图1, 表1).
2.2 小鼠结肠黏膜Sdc-1蛋白水平 正常对照组小
鼠免疫组织化学积分最高.
组织化学积分最高.
积分最高. 模型组小鼠在第5、
12、19天结肠黏膜Sdc-1蛋白水平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P <0.01), 且第5天时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P <0.01), 第12天时积分最低(P <0.05), 第19天时
积分较第5、12天时有所回升, 但仍低于正常对
照组(P <0.05, 图2, 表2).
2.3 小鼠结肠黏膜Sdc-1 mRNA表达 正常对照组
小鼠Sdc-1 mRNA表达最高. 模型组小鼠在第5、
12、19天结肠黏膜Sdc-1 mRNA表达均低于对照
组(P <0.05), 第12天最低(1.39±0.17), 第5天次之
(1.58±0.13), 第19天有所回升(1.78±0.08)但仍

2 结果

低于正常对照组; 且第12天Sdc-1 mRNA表达显

2.1 小鼠结肠组织学评分 正常对照组小鼠结肠

著低于第5、19天(P <0.05, 图3A, 表2).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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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S y n d e c a n 1(Sdc-1): 属于黏
附分子整合素跨
膜粘结蛋白聚糖
家族成员, 生理状
态下主要表达于
上皮细胞表面, 是
肠上皮细胞紧密
连接的重要组成
部分.

图 2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小鼠结肠黏膜中Sdc-1蛋白的表达(×400). A: 模型组饮用DSS第5天; B: 模型组第12天; C: 模型组第
19天; D: 正常对照组.

表 2

模型组、对照组结肠黏膜Sdc-1 mRNA及蛋白表达评分 (mean±SD)

Sdc-1 mRNA

分组

Sdc-1蛋白

第5天

第12天

第19天

第5天

第12天

第19天

模型组

1.58±0.13a

1.39±0.17ac

1.78±0.08a

1.59±0.12a

1.43±0.12ac

  1.81±0.10a

对照组

2.15±0.02

2.12±0.03

2.11±0.05

2.20±0.04

2.20±0.04

2.20±0.04

a

P <0.05 vs 正常对照组; bP <0.01 vs 正常对照组; cP <0.05 vs 同组第5、19天.

A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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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00

3

4

5

B

bp
600
500
GAPDH
Syndecan-1 400
300
200

1

3

4

5

2
GAPDH

IL-8

100

图 3 RT-PCR检测Syndecan-1和IL-8 mRNA的表达. A: Syndecan-1; B: IL-8; 1: MARK1; 2: 对照组; 3: 模型组第5天; 4: 模型
组第12天; 5: 模型组第19天.

2.4 小鼠结肠黏膜IL-8 mRNA表达 定量方法同

环境成分与细胞骨架结合起来. 他属于黏附分

Sdc-1 mRNA. 在第5、12、19天, 模型组小鼠

子整合素跨膜粘结蛋白聚糖家族成员, 通过其

肠黏膜I L-8 m R N A表达水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分子表面的硫酸肝素侧链(heparan sulfate, HS),

(P <0.05), 且随着造模时间的延长表达水平逐

可结合一系列配基如细胞黏附分子、基质成

渐升高, 在第19天时积分最高, 明显高于对照组

分、生长因子、酶和酶抑制物等, 以共受体(as

(P <0.01, 图3B, 表3).

cell-surface co-receptors)方式调节细胞与微环境
之间的相互作用, 参与组织器官分化发育、血

3 讨论

管形成、组织再生等一系列生理过程的调节[5].

Sdc-1来自于希腊文syndein, 其意是指将细胞微

生理状态下, 大部分Sdc-1结合于细胞膜上, 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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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所调控, 而在活体内, 其被限制在内皮细胞

表 3 结肠黏膜IL-8 mRNA表达评分 (mean±SD)

本文实验及造模
方法可靠, 统计
分析合理, 参考
文献较新, 选题
密切注意基础联
系临床, 值得临
床医生阅读.

2009年11月18日

表面. 在白细胞跨内皮迁移的一个体外模型中,
分组

第5天

模型组

1.20±0.15

第12天
b

正常对照组 1.02±0.08

1.53±0.05

研究结合位点的同一性及功能表明: 在内皮组

第19天
b

1.02±0.08

1.65±0.04

bc

1.02±0.08

织培养的上清液中, I L-8被检测到通过结合到
Syndecan-1的外功能区固定在内皮细胞的表面,
与HS及Syndecan-1形成一个三分子的复合物;

b

P <0.01 vs 正常对照组; cP <0.05 vs 同组第5、12天.

少量Sdc-1在某些切割酶类(基质金属蛋白酶等)
的作用下被切割而脱落, 成为游离的Sdc-1胞外
功能区. 同时, 细胞内又合成新的Sdc-1以补充细
胞膜表面缺失的Sdc-1. 游离的Sdc-1包含有完整
的HS链, 即Sdc-1发挥作用的主要部分[6].
本实验中, 模型组小鼠结肠组织学评分逐渐
升高, 在第12天时最高, 其后逐渐减低. 模型组
小鼠肠黏膜Sdc-1 mRNA表达及Sdc-1蛋白水平
在各时间点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且均表现为先
逐渐下降, 在第12天时Sdc-1 mRNA表达及Sdc-1
蛋白水平均出现最低值, 后随着炎症反应的逐
步减轻而逐渐回升. 模型组小鼠结肠黏膜Sdc-1

IL-8/HS/Sdc-1复合物脱落增加时, 中性粒细胞跨
膜迁移被抑制[14]. 在本实验中IL-8 mRNA表达水
平随着造模时间的延长逐渐升高, 在19 d时最高,
而Sdc-1 mRNA及Sdc-1蛋白水平表达水平在急
性期逐渐下降, 在慢性期随着炎症反应的逐步
减轻逐渐回升. 提示Sdc-1 mRNA及Sdc-1蛋白水
平表达水平的变化可能与IL-8 mRNA表达水平
增高有关, 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证实.
鉴于近年来炎症性肠病在我国的发病率逐
渐升高, 且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15-16],
上述发现为临床工作中炎症性肠病的检查和病
变监测提供了新的思路, 但其具体机制和意义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m R N A表达、S d c-1蛋白水平与组织学改变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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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层蛋白氨基端同源性多肽分子对大肠癌细胞迁移、内
吞能力及侵袭性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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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actin)是
Arp2/3重要的激
活因子, 由CTTN
基因编码, 位于
染色体11q13. 皮
层蛋白主要由氨
基端(A)、重复
区域(Repeat)、
SH3结构域等构
成, 其中氨基端是
激活Arp2/3的功
能区. 皮层蛋白通
过A区域结合并
激活Arp2/3, 促进
Arp2/3介导的肌
动蛋白聚合, 带来
细胞的运动实现,
包括迁移、内吞
及侵袭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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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 M :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a peptide
h omol og ous wit h t h e amin o-t ermin us of
cortactin (encoded by the CTTN gene) on the

migrative, endocytic and invasive capacity of
colon cancer cells.
METHODS: A peptide homologous with the amino-terminus of cortactin was designed, prepared
and designated as A-peptide (35 kDa). The peptide was then labeled with Cy5 and transfected
into colon cancer HCT-8 cells. Cell migration was
examined by scratch wound assay. Cell endocytosis was detected by capture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Cell invasive capacity was evaluated by Transwell assay.
RESULTS: The A-peptide was successfully
purified, labeled and transfected into HCT-8
cells. Compared to mock-transfected cells, cell
migration, endocytosis and invasion were significantly attenuated in cells transfected with the
A-peptide. The number of A-peptide-transfected
cells migrating into the area of wound was reduced compared with mock-transfected cells. In
transferrin internalization assay, the absorbance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peptidetransfected cells than in mock-transfected cells
(0.3 vs 1.2, P < 0.05). Moreover, the number of
invasive cells counted by Transwell assa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peptide-transfected cells
than in mock-transfected cells (56 ± 1.3 vs 148 ±
2.5,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eptide has the potential
to inhibit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
Key Words: Colorectal cancer; Cortactin; Peptide
Zhu JW, Lu YX, Huang BY, Zhao R, Qin J. A peptide
homologous with the amino-terminus of cortactin inhibits
the migrative, endocytic and invasive capacity of colon
cancer cell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02-3306

摘要
目的: 研究针对CTTN编码蛋白Cortactin功能
的多肽分子对大肠癌细胞运动性的抑制作用.
方法: 设计和制备与Cortactin蛋白氨基端同源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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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多肽分子, 用荧光物Cy5标记并导入到大
肠癌细胞HCT-8中. 采用细胞划痕法检测癌细
胞的迁移、Capture-ELISA法检测癌细胞内吞
作用, 并采用Boyden培养小室检测癌细胞的
侵袭性的改变.

院细胞库. 质粒p G E X-4T-2及皮层蛋白编码基

结果: 成功制备和纯化35 kDa多肽分子A, 并
以Cy5标记, 有效导入到大肠癌细胞中. 与对
照组比较, 导入多肽的大肠癌细胞迁移能力下
降, 填充划痕的癌细胞数量减少; 以癌细胞摄
取转铁蛋白数量反映的内吞作用同时下降, 摄
取值多肽导入组为0.3, 对照组为1.2, 两组比较
有统计学差异(P <0.05); Transwell侵袭实验结
果表明, 导入多肽的癌细胞迁移数目为56±
1.3个, 对照为148±2.5个, 侵袭能力明显下降
(P <0.05).

(BSA)、SDS、琼脂糖等购自上海生物工程技

结论: Cortactin氨基端同源性多肽可能对抑制
大肠癌的侵袭转移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因C T T N的c D N A克隆, 由美国马里兰大学癌
症中心惠赠. 主要试剂包括Pfu DNA聚合酶、
dNTP、T4连接酶、限制性内切酶等购自NEB
公司. 谷胱甘肽、考马斯亮蓝G250、小牛血清
术服务有限公司; 亲和层析柱(GST)填料购自GE
公司; ELISA试剂盒来自Sigma公司; Phalloidin,
标记蛋白的荧光染料Cy5, 蛋白导入细胞用试剂
ProteoJuice Protein Transfection Reagent购自美
国Novagen公司.
1.2 方法
1.2.1 皮层蛋白氨基端同源性片段(A蛋白)的制
备、荧光标记及细胞导入: 以CTTN基因cDNA
克隆为模板扩增获得母的DNA片段, 引物序列:
5'-CCG GAA TTC CCA TGT GGA AAG CTT
C-3'及5'-CCG CTC GAG TTA AGC TTT TGG
TCC-3', PCR反应程序: 94℃, 5 min; 94℃, 1 min;

关键词: 大肠癌; 皮层蛋白; 多肽
朱建伟, 陆毅祥, 黄宝玉, 赵任, 秦婧. 皮层蛋白氨基端同源性多
肽分子对大肠癌细胞迁移、内吞能力及侵袭性的抑制. 世界华

58℃, 30 s; 72℃, 30 s; 72℃, 7 min, 30个循环. 琼
脂糖凝胶回收酶切、连接、转化、表达、蛋白

人消化杂志 2009; 17(32): 3302-3306

粗提, 最后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纯化, -80℃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302.asp

保存备用. 该蛋白片段共80个氨基酸残基. 作蛋
白标记时, 取5 mg蛋白溶液冻干成粉状, 将干粉
状的蛋白加入1 mL的PBS溶液稀释成5 g/L, 加

0 引言
大肠癌等恶性肿瘤的侵袭和转移是一个多步骤
的复杂过程, 一般包括癌细胞的局部增殖和扩
展、分离和脱落、肿瘤组织新生血管形成、癌
细胞进入循环、癌细胞降解脉管基膜逸出循环
及随后的定位生长等. 然而, 这一系列复杂步骤
都离不开癌细胞自身的运动能力. 癌细胞的运
动, 包括细胞膜的伪足样伸展、膜流动性及细胞
极性的变化等, 是癌细胞侵袭转移各步骤基本的
共同的特征, 必须依赖于细胞膜下的肌动蛋白
的装配过程[1-4]. 这个过程需要Arp2/3复合物的激
活[5]. 皮层蛋白(Cortactin)是Arp2/3重要的激活因
[6]

子 , 由CTTN基因编码, 位于染色体11q13. 皮层
蛋白主要由氨基端(A)、重复区域(Repeat)、SH3
结构域等构成, 其中氨基端是激活Arp2/3的功能
区. 皮层蛋白通过A区域结合并激活Arp2/3, 促进
Arp2/3介导的肌动蛋白聚合, 带来细胞的运动实
[7]

现, 包括迁移、内吞及侵袭活动等 . 本研究设计

入1/10体积的Cy5标记试剂, 缓慢混匀, 4℃避光
反应过夜, 反应后的溶液, 在4℃避光条件下, 用
P B S透析至透析液无色, 蛋白保存于4℃备用.
作蛋白导入时, 5×10 4 /m L细胞接种于24孔板
中, 次日细胞密度达到70%左右, 蛋白导入按照
ProteoJuice说明书步骤进行.
1.2.2 癌细胞迁移能力的划痕实验: 细胞以1×
105/mL密度接种6孔培养板中, 每孔2 mL(保证在
蛋白导入前细胞融合70%左右), 次日用干净的
吸头在培养板中间划一直线, 并换新鲜培养基.
每日观察划痕处细胞数目.
1.2.3 癌细胞内吞作用分析(capture-ELISA): 将
细胞以1% B S A的无血清1640培养基, 在37℃
50 mL/L CO2培养箱中培养30 min, 然后加入生
物素标记的转铁蛋白(Bio-Tfn)置于冰上30 min.
然后将细胞置于37℃ 5 min, 然后置于冰上终
止细胞内吞活动. 用封闭缓冲液(1% BSA, 1%

和制备与皮层蛋白氨基端同源性的多肽分子片

TritonX-100, 10 mmol/L Tris-HCl, pH7.5, 0.1%

段, 不依赖核酸载体, 将多肽导入到大肠癌细胞

SDS, 1 mmol/L EDTA, 50 mmol/L NaCl)将细胞裂

中, 观察对癌细胞运动性的影响.

解, 再将细胞裂解物加到包被有抗-Tfn抗体的96
孔ELISA板上, 在4℃孵育12 h, 于每孔中加入HRP

1 材料和方法

标记二抗作用1 h, 加入显色剂, 最后检测A 450值.

1.1 材料 大肠癌细胞株H C T-8购自上海中科

1.2.4 癌细胞侵袭能力分析: 癌细胞以单细胞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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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研究表明, 在癌细
胞的运动过程中,
肌动蛋白的聚合
(装配)是癌细胞运
动性的力量来源.
目的蛋白A片段
(35 kDa)

500 px

B
图 1 目的蛋白纯化后电泳图. M: 蛋白分子量标记; 1: 粗蛋
白; 2: 结合后流出液; 3-5: 洗涤液; 6: 纯化后的蛋白.

液接种在底膜涂有基质胶的带有8 µm小孔的培养
小室, 接种密度0.5×105, 加入含有10%小牛血清
的DMEM培养液, 在37℃ 100 mL/L CO2条件下培
养6 h, 将膜上细胞用棉签拭去, 底膜剪下并在750
mL/L乙醇中固定30 min, 作苏木素染色并计数.

500 px

C

2 结果
2.1 皮层蛋白氨基端同源性多肽片段的制备 制
备的用于细胞导入的目的多肽片段共有80个氨
基酸残基, 我们将他命名为A肽, 其基本序列如
下: MWKASAGHAV SITQDDGGAD DWETDPDFVN DVSEKEQRWG AKTVQGSGHQ EHINIHKLRE NVFQEHQTLK EKELETGPKA. 将HPLC

500 px

纯化的多肽片段用10% PAGE胶电泳, 并用考马
斯亮蓝做染色(图1). 蛋白的完整性和纯度良好.
2.2 多肽分子荧光染料标记和导入结肠癌细胞
为观察蛋白导入细胞的效果, 必须先将蛋白做
荧光染料标记. 所用Cy5染料为红色荧光染料小
分子, 对蛋白的功能无实质性的影响. Cy5标记

图 2 Cy5-A多肽导入大肠癌细胞. A: 相差显微镜下癌细胞
外观; B: 癌细胞核染色; C: 导入癌细胞的多肽分子, 发出红
色荧光.

2.5 癌细胞内吞能力检测 细胞的内吞作用与癌
细胞的侵袭转移能力有关. 我们采用C a p t u r e-

成功的目的蛋白片段顺利导入大肠癌细胞, 图2

ELISA法检测癌细胞摄取转铁蛋白的能力变化,

中可见, 癌细胞经过多肽分子导入后, 细胞未出

以此标志癌细胞内吞作用的变化. 结果显示, 转

现毒性反应, 无坏死等表现.

导A肽的癌细胞摄取转铁蛋白的能力明显下降

2.3 癌细胞多肽导入后的肌动蛋白骨架的改变

(图5), 采用t 检验比较两组摄取Tfn的绝对值的变

癌细胞伪足减少, 细胞边缘的皮层肌动蛋白(cor-

化,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 3.84, P <0.05).

tical actin)稀疏、松散; 而对照组癌细胞具有典型
的细胞伪足, 数目较多, 皮层肌动蛋白致密(图3).
图3).
).

2.6 癌细胞侵袭性检测 采用底膜带孔并涂胶的
培养小室接种癌细胞, 观察迁移到底膜另一面

2.4 癌细胞迁移能力检测 为了观察癌细胞迁移

的癌细胞数目, 以此来观察癌细胞的侵袭力的

能力, 我们采用细胞划痕试验, 即在培养的癌细

变化. 结果发现, 转导多肽A的大肠癌细胞的穿

胞单层上划出空白区域, 并继续培养, 观察空白

膜平均数为56±1.3个, 对照空转组癌细胞的穿

区域细胞填充情况. 实验分2组细胞, 一组用转导

膜平均数为148±2.5个, 采用t 检验做比较, 差异

试剂将A肽导入癌细胞, 另一组仅用转导试剂空

具有统计学意义(t = 4.17, P <0.05, 图6).
).

转细胞, 作为对照.
对照. 划痕后培养24 h, 比较两组的
细胞层空白区域细胞填充情况, 发现转导A肽的

3 讨论

癌细胞划痕区域填充数目明显少于对照组(图4),

侵袭、转移是大肠癌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 迄

结果提示A肽转导的癌细胞迁移能力下降.

今为止, 人们还缺乏有效的控制大肠癌转移的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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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mm

图 3

100 mm

大肠癌细胞导入外源性多肽前后细胞肌动蛋白骨架的改变. A: 多肽导入后; B: 多肽导入前.

A

图 4 单层细胞划痕试验. 图中画线
区域内细胞数量用于比较迁移能力. A:
导入多肽的癌细胞; B: 对照组癌细胞
迁移情况.

B

1.6

A

Tfn摄取绝对值

1.2

0.8

0.4
500 mm

0.0

对照组

B

多肽导入组

图 5 Capture-ELISA法检测癌细胞内吞作用情况, 摄取转铁
蛋白Tfn作为内吞能力标志.

方法. 防治大肠癌转移的研究长久以来一直是
医学界的热点和难点. 大量的研究表明, 大肠癌
等恶性肿瘤的侵袭和转移是一个多步骤的复杂
过程, 然而, 这一系列复杂步骤都离不开癌细胞

500
mm
500 mm

自身的运动能力. 癌细胞的运动性(motility)是癌
细胞侵袭转移各步骤基本的共同的特征. 针对
细胞运动性的对抗措施, 理论上可以避开癌细

图 6 大肠癌细胞侵袭能力的改变; 迁移到底膜的癌细胞以
苏木素染色并计数. 图中小点为底膜开孔, 癌细胞染成蓝色.
A: 多肽A转导的癌细胞; B: 对照组.

胞侵袭转移过程中纷繁复杂的诸多因素.
研究表明, 在癌细胞的运动过程中, 肌动蛋
[1]

复合物处于抑制或低活性状态, 需要Cortactin等

白的聚合(装配)是癌细胞运动性的力量来源 .

因子的激活. Cortactin等蛋白结构域具有与其他

研究表明, 肌动蛋白聚合依赖于Arp2/3复合物的

信号分子相互作用传递细胞外信号的能力, 例

催化作用, 而Arp2/3复合物需要CTTN编码产物

如, Src癌基因蛋白可以磷酸化Cortactin, 并依赖

Cortactin等分子的激活作用. 一般情况下, Arp2/3

Cortactin传递上游信号, 最终通过Cortactin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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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传递到Arp2/3依赖的肌动蛋白骨架.
人们通过生化试验表明, Cortactin的氨基
端是激活A r p2/3的主要结构域, 去除氨基端的
Cortactin突变蛋白, 其激活Arp2/3的能力丧失.
将Cortactin的突变体导入癌细胞, 细胞迁移能力
受到影响

[5-8]

2
3
4

. 我们先前所作的体内研究表明, 采

用RNAi在大肠癌细胞内抑制Cortactin的表达,

5

[9]

可以抑制癌细胞的运动性 . 将Cortactin的氨基
端编码DNA克隆并通过质粒导入到大肠癌细胞
中, 癌细胞的迁移能力受到抑制[10].

6

细胞迁移的实现, 需要细胞形成伪足、与
基膜黏附等过程, Arp2/3介导的肌动蛋白聚合使

7

得细胞膜形成突出(protrusion)以及黏附体等, 是
迁移实现的必须要素. 癌细胞的内吞作用是癌
细胞摄取胞外营养及传递信号分子的重要过程.

8

内吞的实现需要细胞膜的凹陷形成以及胞质内
的运输, 肌动蛋白的聚合同样起到关键作用. 肿
瘤细胞的侵袭过程, 一种侵袭性伪足invadopodia
形成使得基质破坏, 为肿瘤细胞的穿越提供条
件. 所用上述过程, Cortactin等Arp2/3激活因子
起到重要调节作用[11-17].
研究表明, 大肠癌组织高表达Cortactin蛋

9
10
11

白[18], 我们的预实验也发现大肠癌细胞株HCT-8
有丰富的胞质Cortactin表达. 先前的工作表明,

12

采用C o r t a c t i n的小干扰R N A作用于大肠癌细
胞, 结果发现癌细胞的运动性, 包括内吞作用、
迁移、细胞贴壁伸展能力等下降. 进一步采用
Cortactin的结构域相应的DNA构建表达质粒, 导
入大肠癌细胞, 发现癌细胞的迁移能力下降[9-10].

13
14

本研究基于我们先前的工作, 体外合成Cortactin
氨基端同源性多肽分子, 并导入癌细胞内, 观察
癌细胞的运动性的变化. 结果发现, 该小分子肽
能抑制大肠癌细胞的迁移、内吞及侵袭能力.
由于之前干扰Cortactin功能的方法都依赖核酸

15

载体(DNA或RNA), 为将来临床应用的最终目
的, 本研究开发出Cortactin的抑制性小分子多肽,
避开核酸载体可能存在的风险, 初步试验证明
了该小分子肽在抑制大肠癌细胞运动性方面的

16

有效性. 综合先前的研究, 可以看到, Cortactin的
氨基端可能是一个有效的药物靶点. 我们将进

17

一步做动物体内实验, 观察此多肽分子作为药
物在对抗大肠癌侵袭、转移方面的可能作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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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d protein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PCR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pectively. The presence of serum OY-TES-1 antibody in normal
individuals and patients with HCC or hepatocirrhosis was deter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using purified OYTES-1 as the antigen.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OY-TES-1 expression and serum immunoreactivity in HCC was then analyzed.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s of OY-TES-1
mRNA expression in HCC and tumor-adjacent
tissue were 73.21% (41/56) and 64.86% (24/37),
respectively, show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OY-TES-1 mRNA
in HCC tiss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umor-adjacent tissue (P < 0.05).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OY-TES-1 mRNA was correlated
with histological grade of HCC. The positive
rate of OY-TES-1 protein expression in HCC tissue was 40% (4/10). The positive rate of serum
OY-TES-1 antibody was 20% in HCC patients,
while no serum reactivity to OY-TES-1 was detected in 76 normal individuals and 17 patients
with hepatocirrhosis. No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the presence of OY-TES-1 antibody and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parameters in HCC.

OY-TES-1是一种
限制性表达于正
常组织、选择性
高表达于肿瘤组
织的癌-睾丸抗
原, 目前国外��
小组已将�制的
CTA肿瘤疫苗(如
NY-ESO-1抗原肽
等)试用于临床治
疗并取得较好的
效果, 因此, 有必
要了解OY-TES-1
在广西高发肿瘤
肝细胞癌(HCC)
中的表达及其抗
体出现情况, 探讨
将OY-TES-1用于
肿瘤免疫诊疗的
可能性.

CONCLUSION: OY-TES-1 shows high-level
expression and high serum immunoreactivity
in HCC and is therefore a potential target for
antigen-specific immunotherapy and auxiliary
diagnosis of HCC.
Key Words: Cancer-testis antigen; OY-TES-1 gene;
Gene expression; Serum
Fan R, Huang W, Xiao SW, Luo B, He SJ, Luo GR, Xie XX.
OY-TES-1 expression and serum immunoreactivity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07-3312

AIM: To investigate OY-TES-1 expression
and serum immunoreactivity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OY-TES-1 as a target
for immunotherapy and auxiliary diagnosis of
HCC.

摘要
目的: 了解OY-TES-1在肝细胞癌(HCC)中的
表达及其抗体出现情况, 探讨将OY-TES-1用
于肿瘤免疫诊疗的可能性.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OY-TES-1 mRNA

方法: 利用实时定量P C R和免疫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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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从m R N A和蛋白质两个水平��O YTES-1在HCC中的表达特点; 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实验检测HCC患者及正常人血清中相应的
抗体, 并对其临床意义做初步的分析.

OY-TES-1 mRNA广泛存在多种肿瘤组织, 并在

结果: 经实时定量PCR检测, HCC中OY-TES-1
mRNA阳性率为73.21%(41/56), 癌旁阳性率为
64.86%(24/37), 有17对HCC及配对癌旁组织
均表达阳性, OY-TES-1 mRNA在HCC及癌旁
组织两者的表达阳性率无差异(P >0.05); 在37
对HCC及配对癌旁组织中, HCC中OY-TES-1
mRNA水平明显高于对应的癌旁组织, 其差异
与病理分级有关(P <0.05). HCC中OY-TES-1蛋
白阳性率为40%(4/10). 血清学检测未发现76
例正常人和17例肝硬化患者血清中有相应抗
体, HCC患者血清抗体阳性率为20%(12/58),
O Y-T E S-1血清抗体的出现与H C C患者的年
龄、性别等临床资料无相关.

mRNA量和蛋白的表达目前尚不清楚. 因此, 本

一些类型的肿瘤具有较高的阳性率, 但蛋白水
平的研究仅见于卵巢癌[1-3,6]. 虽已有研究提示肝
癌可较高频率地表达OY-TES-1 mRNA[1], 但其
研究将利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和免
疫组织化学技术, 检测OY-TES-1在广西高发肝
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中的表
达, 并结合抗体血清学分析, 探讨OY-TES-1作
为一种CTA用于HCC免疫治疗和辅助诊断的可
行性.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用于实时定量RT-PCR检测的组织标本
包括56例HCC组织, 其中37例HCC组织存在配
对的癌旁组织(距癌灶边缘≥5 cm); 用于免疫组
织化学检测的组织标本包括10例HCC组织、4

结论: OY-TES-1在HCC中有较高的表达频率
及表达水平, 该蛋白具有较强的免疫原性, 他
有望作为用于HCC辅助诊断及免疫治疗的肿
瘤抗原.

例配对HCC癌旁组织和7例正常肝组织. 用于抗

关键词: 癌-睾丸抗原; OY-TES-1基因; 基因表达;
血清

检者, 肿瘤组织及血清标本来自广西医科大学

范蓉, 黄巍, 肖绍文, 罗彬, 何少健, 罗国容, 谢小薰. OY-TES-1
在肝细胞癌中的表达及抗体血清学分析.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体检测的血清标本包括76例正常人血清、58例
HCC、17例肝硬化及4例HCC术后患者血清. 正
常人血清来自广西医科大学本科学生的健康体
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2005-11/2006-06的住院
患者, 均经病理学确认.
1.2 方法

2009; 17(32): 3307-3312

1.2.1 实时定量RT-PCR检测: 提取组织总RNA,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307.asp

逆转录成cDNA. 设计定量PCR引物及探针, 上
游引物: 5'-GCGACACCTCCCACAAGAC-3';
下游引物: 5'-GCCCACCGTACAAATCCAG-

0 引言
2001年, Ono et al 通过基因表达系列分析(serial
[1]

analysis of gene expression, SAGE)技术鉴定出

3'; 探针: 5'-FAM-CAACCAGGTAGGGTCCTAMRA-3'. 制备OY-TES-1标准品, 定量PCR检

OY-TES-1基因, 由于该基因的mRNA存在于多

测在iCycler iQTMPCR仪(Bio-Rad)上进行[5]. 以

种肿瘤组织中, 而正常组织仅限于睾丸, 因此,

去离子水为阴性对照, 标准品及待测样品均设

认为OY-TES-1是一种癌-睾丸抗原(cancer testis

三个复管, 同一批次进行检测. 根据标准曲线

a n t i g e n, C TA). 随后, 虽然一些研究发现O Y-

计算每个待测样本基因的拷贝数取其平均数,

TES-1 mRNA并非仅存于睾丸组织, 在许多正常
组织也可检测到OY-TES-1 mRNA

[2-4]

. 然而, 这

以目的基因相对于管家基因的量(O Y-T E S-1/
HPRT)进行待测样品的标准化处理, 确定组织中

些研究只是对OY-TES-1 mRNA做定性的研究,

OY-TES-1 mRNA的相对表达量.

未能反映其mRNA量的差异, 为此, 本课题组进

1.2.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常规组织固定, 石蜡包

一步对OY-TES-1 mRNA进行定量研究, 我们发

埋, 切片厚5 μm, 切片经脱蜡水化后, 高压修复5

现在多数正常组织中OY-TES-1 mRNA的量远

min, 以SP试剂盒染色, 苏木精复染. 步骤按试剂

低于睾丸组织, 此外, 我们还发现多数正常组织

盒说明书操作, 其中sp32/OY-TES-1多克隆抗体

并不表达OY-TES-1蛋白 . 同样, Tammela et al

(1∶2000稀释, 本室制备[7])37℃孵育1 h.

也发现在许多正常组织不表达OY-TES-1蛋白[6],

1.2.3 ELISA检测: 用碳酸缓冲液(0.05 mmol/L,

可见在正常组织中OY-TES-1蛋白的表达是限制

pH9.6)稀释MBP/OY-TES-1融合蛋白至浓度为

性的. 而在肿瘤组织中, 现有的研究均一致认同

1.0 mg/L[8]. 将稀释好的MBP/OY-TES-1融合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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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关报道

HCC中OY-TES-1 mRNA表达水平与临床资料的关系

			
		

HCC组织		

n

1

癌与配对癌旁组织的差值

n

OY表达量

186

33

18.8636

37.2000			

4

20.1250

OY表达量

T值

T值

性别						
男		

51

女		

5

27.6471

80

年龄(岁)						
≤45		

29	

29.5517

739	

19	

19.7105

>45		

27

27.3704			

18

18.2500

328

HBV						
阳性		

48

28.5417

226

33

19.9545

阴性		

8

28.2500

		

4

11.1250

44

肿瘤大小(cm)						
<5 		

9	

27.6667

249	

5

23.1000

≥5 		

47

28.6596

		

32

18.3594

115

病理分级						
Ⅰ+Ⅱ		

33

25.8939	

741

22

15.0909	

Ⅲ+Ⅳ		

23

32.2391

		

15

24.7333

371a

AFP(µg/L)						
<400		

30

26.1833

810

21

17.7619	

≥400 		

26

31.1731

		

16

20.6250

330

癌栓						
无		

38

26.3158

596

25

18.3800

有		

18

33.1111

		

12

20.2917

243

肝硬化						
无		

16

27.6875

443

7

19.5000

有		

40

28.8250

		

30

18.8833

136

TNM分期						
Ⅰ+Ⅱ		

15

24.9333

374

11

16.1818

Ⅲ+Ⅳ		

41

29.8049	

		

26

20.1923

178

1

平均秩和; aP <0.05.

白加入酶标板(每孔100 µL), 4℃包被过夜. 用

OY-TES-1 mRNA阳性率为73.21%(41/56), 其

PBST(PBS中含0.05% Tween-20), 在室温下洗板

癌旁组织的阳性率为64.86%(24/37); 在37例

3次, 50 g/L脱脂奶于37℃封闭1 h, 上待检血清

H C C组织及配对的癌旁组织中, H C C及其癌

(1∶64)于37℃孵育1 h, 随后用Biotin-绵羊抗人

旁组织均为阳性占45.95%(17/37), 均为阴性占

IgG单克隆抗体(1∶10 000)于37℃孵育1 h, 洗

8.11%(3/37), HCC为阳性而其癌旁组织为阴性

板后加入Avidin-HRP(1∶200)37℃孵育30 min,

的占27.03%(10/37), OY-TES-1 mRNA在HCC和

再次洗板加TMB避光显色15 min, 用1 mol/L硫

癌旁组织的阳性率无差异.

酸终止反应. 酶标仪(南京DJ5032型)测定A 450与

从mRNA表达量来看, HCC表达量的中位数

A 630值. 以包被麦芽糖结合蛋白(maltose binding

为0.7511, 其癌旁组织为0.0929, 两者比较具有统

protein, MBP)为阴性对照.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进
2

计学差异(P <0.05). 经临床资料分析, OY-TES-1
mRNA表达量与HCC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

行数据分析, 样本率的比较用χ 检验, 样本均数

大小、病理分级等HCC临床资料无相关; 癌与

的比较参数法用t 检验、非参数法用秩和检验,

癌旁组织的表达量差异与病理分级有关, 肿瘤

P <0.05有统计学意义.

恶性程度越高, 其表达差异越明显(表1).
2.2 OY-TES-1蛋白组织中的表达 正常肝组织中

2 结果

OY-TES-1蛋白的免疫反应均为阴性. HCC组织

2.1 OY-TES-1 mRNA在组织中的表达 HCC中

中目的蛋白的免疫反应阳性率为40%(4/10). OY-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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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OY-TES-1蛋白在HCC及癌旁的肝硬化组织中的表达. A: HCC组织(×20); B: HCC组织(×40); C、F: 阴性对照(免疫前
血清, ×40); D: HCC癌旁的肝硬化组织(×20); E: HCC癌旁的肝硬化组织(×40).

TES-1蛋白主要分布于癌细胞胞质, 部分分布于

3 讨论

细胞核; 癌细胞胞质内OY-TES-1蛋白呈均质状,

HCC是广西地区最常见且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

而细胞间质为阴性. 4例HCC癌旁的肝硬化组织

瘤, 其免疫治疗的前提是鉴定出特异性表达的

中, 有1例呈蛋白免疫反应阳性, OY-TES-1蛋白

肿瘤抗原. 由于血-睾屏障的存在及生精细胞不

仅在一些肝细胞的胞质中, 蛋白呈颗粒状分布,

表达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而胞核和间质为阴性(图1).

HLA)Ⅰ类分子, 因此睾丸是免疫豁免器官, 具有

2.3 血清抗体筛选 正常人OY-TES-1抗体平均A

限制性表达特征的CTA成为近期肿瘤抗原研究

值为0.131±0.060, 用MBP/OY-TES-1检测了76

领域的一大热点, 国外研究小组已将研制的CTA

例正常人血清, 同时以MBP为阴性对照, 所得数

肿瘤疫苗(如NY-ESO-1抗原肽等)试用于临床治

据经统计学分析显示两者无差异, 说明检测的

疗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9-17]. 迄今已发现140多个

正常人血清中无OY-TES-1抗体. 以大于正常人

CTA成员, 由70多个CTA基因家族或基因编码,

平均吸光度值3个标准差者判为阳性(临界点A 450

并揭示CTA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具有以下特点:

为0.311), 17例肝硬化与4例HCC术后患者血清

(1)同一CTA在不同类型肿瘤组织的表达频率不

中均未测到相应抗体, HCC中该抗体的阳性率

同; (2)不同CTA在同一类型肿瘤组织的表达频

为20.69%(12/58)(图2). 血清OY-TES-1抗体阳性

率不同; (3)CTA的表达具有“群集性”, 即多种

率与HCC患者的性别、肿瘤大小、AFP含量等

CTA可同时在同一类型肿瘤组织中表达. 因此,

临床资料无关.

在该研究领域中, 一方面不断地利用各种新技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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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而出现差异. 本研究发现OY-TES-1蛋白均匀

OY抗体A 450值

1.200

地分布在HCC肿瘤细胞的胞质中, 在肿瘤组织

1.000

中无明显的异质性. Tammela et al [6]则发现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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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1蛋白在卵巢癌组织中呈明显的异质性,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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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例HCC患者血清OY-TES-1抗体检测结果.

术寻找和鉴定更多的CTA, 另一方面则是对已报
道的CTA进行深入地研究, 了解其表达特征, 评
价这些新发现的CTA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可能
性[18-20]. 目前本研究小组与国内外其他研究小组
已先后报道多种CTA(如MAGE、NY-ESO-1、
LAGE、GAGE、NY-SAR-35、CT9、CT10和
SSX等基因)在HCC中的表达, 其表达阳性率为
8.2%-75.2%[21-32].
21世纪初, Ono et al [1]利用SAGE技术, 鉴

正常肝组织不表达OY-TES-1蛋白, 因此对于那
些表达该蛋白的HCC, 无疑具备了开展HCC肿
瘤免疫治疗的前提. 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在1例
HCC癌旁的肝硬化组织中, 一些肝细胞胞质可
见目的蛋白呈颗粒状, 这些目的蛋白反应阳性
的肝细胞是否预示已有癌变尚需进一步明确.
Ono et al [1]曾用重组的OY-TES-1全蛋白进
行了抗体血清学检查, 在20例正常人血清中均
为阴性反应, 而肝癌患者血清中该抗体的阳性
率为11%(10/95). 本研究再次证实OY-TES-1具
有免疫原性, 在HCC患者血清中该抗体的阳性
率为20.69%(12/58), 正常人及肝硬化患者血清

定出人OY-TES-1基因, 该基因定位在人12号染

中为阴性, 这可能与肿瘤细胞高表达OY-TES-1

色体短臂上, 全长9339 bp, 包含10个外显子, 转

蛋白并将其呈递到细胞膜外、或(和)肿瘤细胞

录单位全长1895 bp, 其开放阅读框架编码543
个氨基酸, OY-TES-1蛋白经翻译后修饰, 形成
sp32(sperm protein 32). sp32主要是位于精子顶体

坏死暴露胞质蛋白, 从而引起相应的免疫反应
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检测了4例H C C术
后患者血清, 也未发现OY-TES-1抗体, 因此OY-

内, 与精子前顶体蛋白的包装及顶体酶原的浓缩

TES-1抗体与HCC治疗疗效及预后的关系, 尚需

有关, 还参与精子获能和协助单精入卵[33-35].

作进一步的研究.

Ono et al 在验证OY-TES-1为CTA时就发现
[1]

肝癌中该基因mRNA的阳性率为40%(2/5). 本研
究结果显示其在HCC的阳性率为73.21%(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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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management of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生长及与肝门部血管关系密切等特点给手术
切除造成极大的困难. 长期以来, 肝门部胆管
癌被认为是无法手术根治性切除的癌肿. 近20
年来, 随着影像学和手术技术的进步, 使肝门
部胆管癌的诊断和治疗取得重大进步, 手术切
除率逐步提高, 生存率得到明显改善. 但是对
于是否应行扩大根治术、血管切除重建, 以及
放化疗等的疗效问题, 依然是肝胆外科及肿瘤
科医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本文就肝门部胆管
癌的治疗进展作一综述.

■背景资料

长期以来, 肝门部
胆管癌被认为是
无法手术根治性
切除的癌肿. 肝门
部胆管癌患者预
后相对较差. 国内
外文献报道高位
胆管癌的5年生
存率为9%-18%,
肝门部受累的患
者中位生存期为
12-24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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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肝门部胆管癌因其发生部位特殊、呈浸润性生
长及与肝门部血管关系密切等特点给手术切除

Abstract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is a rare tumor with
poor prognosis. Surgical resection provides
the only possibility for cure. Due to the central
anatomic localization within the liver hilum,
established guidelines of oncologic surgery are
difficult to apply. Advances in hepatobiliary
imaging and surgical strategies to treat this
disease have resulted in improved postoperative
outcomes. However, selection of extended
hepatectomy or vascular resection or not as
well as the efficacy of chemiotherapy remain
great challenges to hepatobiliary surgeons.
Here, we will review the recent advances in the
management of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Key Words: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Tumor; Surgical treatment
Zhan Q, Shen BY. Current management of hilar
cholangio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13-3317

造成极大的困难. 长期以来, 肝门部胆管癌被认
为是无法手术根治性切除的癌肿. 自20世纪90年
代以来, 由于影像学和手术技术的进步, 使肝门
部胆管癌的诊断和治疗取得重大进步, 肝门部胆
管癌外科治疗在提高手术切除率、规范手术步
骤、减少手术后并发症和降低死亡率方面有了
很大的进步, 但是对于是否应行扩大根治术、血
管切除重建, 以及放化疗等的疗效问题, 依然是
肝胆外科及肿瘤科医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1 可切除性评估及根治性手术
肝门部胆管癌多呈浸润性生长, 肿瘤的切除率
低, 预后较差. 术前行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CT
和MRI, 能清楚显示肿瘤位置、肿瘤与周围组织
的关系、肝叶改变及胆道全部情况, 并可精确
定位. 术前影像学的Bismuth-Corlette[1]分型与术
中探查结果及术后分型差异较大, 常需对其分
型进行调整, 对有可能手术的肝门部胆管癌作
细致的术中探查, 才能有望提高肝门部胆管癌

摘要
肝门部胆管癌因其发生部位特殊、呈浸润性
www.wjgnet.com

[2]

的切除率 . 不同类型的肝门部胆管癌其生物学
行为不同, 应根据肿瘤的病理生物学特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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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治疗方式[3]. 对乳头型、结节型的病例, 应

清扫. 对于Bismuth-CorletteⅠ, Ⅱ型肝门部胆管

注意检测胆管切缘, 扩大胆道切除范围, 积极地

癌采用锐性分离的方法, 一般可以根治性切除,

行外科手术切除治疗, 预后较好; 对硬化型胆管

而对Ⅲ, Ⅳ型肝门部胆管癌, 联合肝叶切除是提

癌, 若无淋巴结转移, 表现局部浸润为主, 可适

高切除彻底性的关键步骤. 不同程度的肝叶切

当扩大清扫切除范围和肝切除, 以避免肿瘤残

除、门静脉及肝动脉切除重建, 无论是局部还

留. 而对浸润型及部分硬化型的肝门部胆管癌,

是附加肝的切除, 能够将肿瘤及侵犯的组织包

若伴有广泛神经纤维束、血管侵犯及淋巴途径

括肝实质、门静脉、肝动脉、胰腺、肝十二指

转移, 则往往是恶性程度高的低分化癌或黏液

肠韧带内转移的淋巴结一并完全切除, 并使各

腺癌. 常难以达到根治, 预后多不好, 不要过分

断端切缘无癌细胞残留才达到了根治性切除.

强调扩大根治, 此时应注重考虑患者生活质量

肝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ancreatoduodenectomy,

的改善和综合治疗的开展. 准确判断肝门部胆

HPD)的主要适应证为肿瘤侵犯十二指肠或肿瘤

管癌的临床分型、分期根据术前CT、MRCP、

由肝门向胆管末端弥漫性生长侵犯胰头, 需同

B超等影像学检查, 了解肿瘤病变范围及胆道变

时清扫十二指肠后方和胰腺上缘的淋巴结. 且

异, 准确判断肝门部胆管癌临床分型, 制定外科

实施HPD后估计可达根治者. Kawasaki et al [9]、

治疗计划.

Bismuth et al [10]分别总结了自己的病例, 提出对

肝门部胆管癌外科治疗方法的选择原则:

肠系膜上动脉旁或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已有转

若无手术禁忌证, 力争根治切除, 胆肠吻合. 无

移者, HPD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期和生存质量.

法根治手术者, 则通畅胆道引流. 预防胆管炎和

HPD手术风险非常大, 在肝门部胆管癌手术治

肝功能衰竭发生. 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性切除方

疗中不占主导地位, 应严格掌握指征, 谨慎应

法基本成型, 包括: (1)整块肝外胆道切除及肝

用. 扩大肝叶切除提高了根治性切除率, 可取得

十二指肠、肝门部血管“骨骼化”, 广泛切除

较好疗效, 但须防止术后出现肝功能衰竭, 因此,

十二指肠韧带上脂肪纤维组织、神经、淋巴,

术前减黄、门静脉栓塞拟切除侧肝脏往往是必

以增加手术切除的彻底性; (2)附加肝叶切除, 必

须的[11-12].

要时切除一侧肝(包括尾状叶), 以达到R0切除;
(3)区域性淋巴结清扫[4].

3 血管切除重建在肝门部胆管癌治疗中的作用

2 术前处理及扩大切除术

积极的手术态度, 虽然根治性手术切除可获得

肝门部胆管癌患者术前多伴有重度黄疸, 术后

较长期生存, 但因肿瘤位于肝门部位, 早期易侵

并发症和病死率较高, 对于是否术前减黄、门

犯两侧门静脉、肝动脉和二级胆管, 手术切除

静脉栓塞存在争议

[5-6]

.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当总

Chamberlain et al [13]认为对所有的患者都应该持

率低, 更很难做到R0切除.

胆红素≥400 μ m o l/L时, 手术前应先行P T C D

肿瘤对门静脉侵犯范围较小时, 采用局部

减黄, 2-3 wk后再手术, 可明显降低术后严重并

切除修补法, 如果门静脉侵犯范围较大, 可行门

[7]

发症的发生率 . 术前门静脉栓塞由Makuuchi

静脉切除后血管重建. 在部分门静脉的切除过

et al 提出, 可使广泛肝叶切除患者从中获益, 解

程中, 当有足够的长度可以从肝脏中解剖出来

决了广泛肝叶切除所致残肝体积过小或因胆汁

没有遇到肿瘤的时候, 门静脉重建可以在切肝

淤积所致术后剩余肝组织增生不足、功能储备

前, 如有困难则在肝切除后, 留有适量的长度,

不够问题. 单侧门静脉支栓塞, 其目的是让残留

在门静脉的切除过程中尽量不要碰触切除的

的肝脏在术前就能代偿性增生, 以防止术后肝

肿瘤以及邻近的组织, 无瘤技术对预后相当重

功能衰竭. 而德国学者认为: 门静脉栓塞与肝动

要. 当完成了左三叶切除, 需要对门静脉分叉处

脉栓塞相比较, 在安全性和对侧肝组织增生方

的右支进行切除, 由于血管相对较短, 可进行人

面, 两者效果相似. 国内黄志强教授认为, 当肝

造血管搭桥. 所有门静脉的重建都是用5.0-6.0

切除量大于肝实质总量的60%时, 便须行术前一

prolene线端端吻合[14-15].

[8]

侧门静脉栓塞术[7].

在静脉重建期间, 动脉的供血要保持通畅.

肝门胆管癌手术治疗的趋势是扩大根治

假如动脉受侵犯, 联合切除肝固有动脉更有利

术, 切除范围包括肿瘤及其上缘1 cm, 低位肝外

于胆管癌的根治性切除. 国内外学者对肝动脉

胆管切除, 肝门部血管“骨骼化”, 扩大淋巴结

切除后是否重建观点不一, Gerhards et al [16]报道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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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肝切除和血管切除者, 病死率达50%. 马幼

手术或置管外引流, 可获较长的胆道通畅时间.

平 et al 报道肝右动脉或肝固有动脉切除6例, 均

一般采用左外叶下段胆管(m段胆管)或V段肝管

没有重建肝动脉血供, 无1例发生术后肝功能衰

与空肠作Roux-en-Y吻合术, 只是手术成功机会

竭, 并认为, 肝动脉切除后不必重建, 但肝动脉

很少. 术中肝内胆管内放置合金支架也是一种

切除前需先明确保留侧肝叶的门静脉血供, 即

选择 [2]. 肿瘤的姑息性切除多发生于下列情况:

门静脉无侵犯或可完成修复并能保证门静脉血

原拟行根治性切除, 然而病理显示标本边缘或

[17]

供 .

胆管切端阳性(R1切除), 患者的情况又不宜行广

4 肝移植术
肝移植术可提高根治切除率, 同时治疗了潜在

泛的肝叶切除及联合脏器切除. 对术前明确肿
瘤无法根治性的患者, 我们一般不主张剖腹行
姑息性肿瘤切除.

或相关病变(如硬化性胆管炎), 预防了新发和
复发(10.0%胆管癌患者为多中心病灶), 改善

6 放化疗手段

了生活质量, 延长了生存期. Robles et al [18]在

辅助治疗目前仍以放疗或放化疗为主, 根治切

1990-2003年对36例无法切除的肝门部胆管癌

除术后的静脉化疗、放疗并不能明显提高生存

患者实施了全肝切除和肝移植术, 术后l、3、

率, 但对于手术后有癌肿残留者放疗或化疗有

5年生存率分别为82.0%、53.0%和30.0%, 疗效

一定疗效 [24]. 5-FU和吉西他滨可用于胆管癌的

与根治性切除相似, 长期生存率虽有提高, 但并

静脉化疗. 其中吉西他滨是最有效的单用药物.

不令人满意, 肿瘤复发依然是影响肝移植疗效

最常见的放疗形式是外放射治疗, 但外放疗的

主要因素之一[19]. 而最近报道显示, 只要合理选

效果值得探讨. 胆道置入支架后, 采用放射治疗,

择受者, 肝移植治疗胆管癌的疗效与传统扩大

可以延长平均生存期、减少支架阻塞和提高生

根治术相当, 远期效果甚至优于后者. Heimbach

活质量. 有回顾性分析表明, 姑息切除的患者5

et al

对65例胆管癌患者实施了肝移植, 1、5

年生存率可因接受术后体外放疗而增加[25]. 放化

年的生存率可分别达到91%、76%. L i l l e m o e

疗的联合使用对于不能切除的胆管癌治疗还没

et al

有前瞻性研究结果.

[20]

[21]

报道肝移植+部分胰十二指肠切除术(liver

transplantation and partial panereatoduodeneetomy,
LTPP)可使手术根治率达93%(14/15). 但对于不

7 其他治疗

能切除的肝门胆管癌, 或是切缘有肿瘤残留的

光动力治疗(photodynamic therapy, PDT)对胆管

患者是否采用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orthotopic

癌的局部控制有一定作用. 有研究表明支架胆

liver transplantation, OLT)目前是有争议的: 供肝

道引流结合P D T效果明显. 可使肿瘤缩小、重

资源缺乏, 术后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下肿瘤的

新恢复胆汁引流、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
期[26]. 然而, 他在治疗中的确切作用还有待进一

[22]

复发等 .

步研究. 据报道靶向抑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在
5 胆道引流减压或姑息性肿瘤切除

将来有望成为具有潜力的治疗. 最新研究表明,

有资料显示手术非切除组与介入引流组两者平

c-Met/HGF诱导级联反应可用于胆管癌的靶向

均生存时间无明显差别, 但手术引流创伤大, 恢

治疗[27].

复慢, 并发症高, 因此术前应充分分析影像学检
查结果, 尤其是对Ⅲ, Ⅳ型患者尤应慎重, 估计

8 肝门胆管癌的预后因素

切除可能性不大者应尽量减少手术探查, 而采

肝门部胆管癌患者预后相对较差. 国内外文献

[23]

用介入治疗 . PTCD或胆道内支架放置能够减

报道高位胆管癌的5年生存率为9%-18%, 肝门

轻黄疸, 改善肝功能, 延长生存期, 而且成功率

部受累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12-24 mo. Farhat

高, 并发症少. 术前充分评估影像学资料, 认为

et al [28]回顾性分析了55例肝门胆管癌, 认为初始

不能根治性切除者首选介入引流, 从而使手术

胆红素水平及术后辅助化疗也是影响预后的重

切除率明显提高.

要因素之一. Johns Hopkins大学回顾性分析了

对开腹手术中发现肿瘤已有腹腔内转移,

564例胆管癌患者(肝门部胆管癌占50%), 报道

一般不作切除手术. 虽有中心倾向术后内镜下

影响预后的因素包括手术时期(1995年后)、阴

或经皮胆道支架置入, 但一般多考虑即行转流

性切缘、高分化肿瘤和淋巴结阴性[29].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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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Chahal et al [23]对65例移植术后肿瘤复

■同行评价

本文可读性较强,
能较好地反映我
国和国际胃肠病
学临床研究的先
进水平, 对肝胆外
科、消化科和肿
瘤科的医生会有
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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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患者进行分析, 发现与肿瘤复发有关的因素
包括年龄、肿块大小、胆囊切除史和CA19-9增
高. Becker et al [30]对280例肝移植治疗肝门部胆

12

管癌患者回顾性分析. 1994-2005年间5年生存率
为68%, 报道通过多因素分析认为年龄>50岁、

13

性别、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的疾病背景与预后
显著相关. 认为肝移植对不能手术切除、有原
发性硬化性胆管炎病史的早期肝门胆管癌有较

14

好预后.
15

9 结论
对于肝门胆管癌, 需要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术
前积极降低血清总胆红素水平. 判断肿瘤能否

16

切除尚无统一标准, 对确诊病例在无明确手术
禁忌证情况下, 应积极手术探查, 争取根治性切
除. 期望提高病患的生存率与改善生存质量, 这

17

一观点不应改变, 不可为了提高手术切除率而
盲目地放宽适应证, 扩大手术范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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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是一种以腹部不适和排便习惯改变为特征的
胃肠功能性疾病. IBS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 传
统观点认为基因、心理社会因素、胃肠动力
障碍和内脏高敏感性等是引起I B S的关键因
素. 近年来, 人们陆续发现了一些与IBS发病
相关的新病理生理学改变依据, 如脑肠轴调节
失常、肠道感染、肥大细胞的激活并释放活
性物质等. 本文总结与IBS发病机制相关的一
些最新研究进展.
关键词: 肠易激综合征; 病理生理学; 病因学
银新, 宁守斌. 肠易激综合征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 2009; 17(32): 3318-3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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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是
一组以腹痛或腹部不适并同时伴有排便习惯及

Abstrac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is a highly
prevalent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abdominal discomfort/pain
associated with altered bowel habits. At present,
the pathophysiology of IBS is still unknown.
Genetic factors, 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changes in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and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are traditionally thought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symptom generation in IBS.
Recent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new additional
factors (such as dysregulation of the brain-gut
axis, gastrointestinal infection, and activation
of mast cells in the intestinal mucosa with
consequent release of bioactive substances) that
are correlated with the pathogenesis of IBS.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review the recent advance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pathogenesis of IBS.

■同行评议者

王小众, 教授, 福
建医科大学附属
协和医院消化内
科

Key Word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Pathophysiology; Etiology

大便性状改变为主要特征的肠道功能性疾病[1].
随着对lBS认识的不断深入, 其定义和诊断标准
不断发展和完善[2]. 在西方发达国家, 普通人群
中约10%-20%符合罗马标准IBS的诊断[3]. 最近,
日本一个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医院门诊人群中
IBS患病率高达31%[4]. 我国IBS发病率虽然低于
西方发达国家, 但也高达5%左右[5]. 总之, IBS是
世界性的常见病, 人群平均患病率在5%-20%之
间[6]. 本文主要针对近年来关于IBS病因及发病
机制方面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简述.
1 IBS与肠黏膜异常分子
目前的研究已发现, IBS患者的肠道黏膜存在多
种异常分子, 其中多数为胃肠道激素类. 以下为
近几年来取得研究进展的一些肠黏膜异常分子.
1.1 5-HT和5-HT转运体 5-HT是一种重要的神
经递质和信号分子, 人体5-HT 95%来源于肠道,
主要是黏膜层的肠嗜铬细胞(enterochromaffin,

Yin X, Ning SB.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the
pathogenesis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18-3323

EC), 当肠腔内压力增高或受到化学刺激时, 肠
道嗜铬细胞释放5-HT, 5-HT释放后被其转运体
www.wjgnet.com

银新, 等. 肠易激综合征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serotonin transporter, SERT)快速重新摄取, 限制

伴有腹痛症状. Kuiken et al [16]也选定了正常人与

其扩散和持续作用. Coates et al 研究发现, IBS

直肠敏感性扩张的IBS患者, 随机、双盲应用安

便秘型和腹泻型患者结肠黏膜SERT mRNA和

慰剂和NO合成酶抑制剂L -甲基精氨酸进行干预

SERT的表达均下降, 5-HT作用增强, 与受体结

治疗, 发现L -甲基精氨酸明显提高了IBS患者腹

合引起肠道神经反射, 启动肠道分泌及推进运

部不适, 疼痛阈值, 但对正常人无影响, 由此证

动, I B S腹泻型患者出现腹泻和腹部不适症状.

明了NO在IBS患者内脏高敏感中的作用.

[7]

[8]

有研究得出 : 5-HT3受体拮抗剂通过抑制肠神
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 ENS)非选择性

2 IBS与肠黏膜异常细胞

离子通道5-HT3受体, 抑制内脏感觉反射, 从而

肠道黏膜是机体接触外环境最大的部位, 拥有

改善IBS患者的粪便性状, 并缓解腹痛或腹部不

丰富的神经、免疫、内分泌等感觉细胞, 从细

适. 便秘型IBS患者可能是由于5-HT作用导致受

胞水平来研究I B S肠黏膜的发病机制具有重要

体脱敏, 出现短期的便秘症状. 而脱敏最快的是

意义. 以下为近年来肠黏膜异常细胞的主要研

[9-10]

5-HT3受体

. 对于便秘型IBS, 5-HT4受体激动

究进展.

剂可加速胃、小肠和结肠运输, 增加肠道分泌,

2.1 肥大细胞 肠道中的肥大细胞(mast cells, MC)

为治疗提供依据[11]. 最近的研究[12]提示: SERT和

是一种既具有免疫活性, 又能分泌多种介质的

钙结合蛋白1轻链影响着5-HT和5-HT受体的功

重要的免疫细胞, 位于黏膜血管、淋巴和神经

能, 这2种蛋白均被认为与IBS患者常伴随的抑

附近, 参与肠黏膜的免疫调节. IBS患者结肠黏

郁状态有关.

膜MC的增多已得到公认[17-20]. 某些刺激如神经

1.2 水通道蛋白8(aquaporin 8, AQP8) 水通道蛋

肽能激活MC活化[17], 并释放介质(组胺、前列腺

白是一族跨膜蛋白质, 主要介导自由水跨生物膜

素等), M C介质与神经纤维作用导致肠生理改

转运, 对保持细胞内外环境的稳态起重要作用,

变 [21]. 有关报道认为 [22]: IBS患者肠黏膜MC的

同时也参与了泌尿、呼吸、消化、神经系统的

数量和/或MC活化程度增加, 且活化的MC释放

[13]

重要生理功能 . AQP8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新

其储存的生物活性介质, 并启动新介质合成, 是

型蛋白, 其与IBS的发病机制密切相关. 研究发

IBS症状发作的重要因素. 而且, IBS患者腹痛的

现AQP8为含有261个氨基酸的蛋白质, 其基因

严重程度和频率与结肠黏膜神经末梢M C的活

有5个内含子、6个外显子. 近年来国外研究 显

化程度有关 [23]. 激活后的M C分泌多种介质(如

示: AQP8存在于十二指肠、近端空场、近端结

CK等)作用于神经末梢和组织中的内分泌细胞,

肠及直肠的吸收上皮内. 在小肠主要表达于上

多环节地参与肠黏膜的免疫调节. 也有作者 [24]

皮细胞的胞质内膜内, 可能对水的再吸收不起

用电镜对IBS患者的肠黏膜超微结构进行观察,

主要作用. 在结肠主要表达于上皮细胞的囊泡

发现M C及肠黏膜杯状细胞、浆细胞、神经内

内, 所以不能排除结肠AQP8对水的再吸收有重

分泌细胞都有超微结构的改变. 另有研究[25-26]表

要作用. 腹泻型IBS患者升结肠和降结肠AQP8

明: 结肠MC浸润和介质释放与IBS患者内脏高

mRNA表达显著下降, 且其在结肠的表达水平

敏感密切相关.

与患者年龄及始发病年龄均无相关性, 但与病

2.2 EC EC是肠道最主要的内分泌细胞, 其主要

程长度、排便频率和性状密切相关. 病程越

功能是合成和储存5-HT, 主要作用是引起肠蠕

长, 排便频率越高, 大便含水量越多, 结肠AQP8

动反射和传导异常[27]. 生理情况下, EC向肠黏膜

mRNA表达量就越低.

固有层及肠腔释放一定量的5-HT, 以维持肠道

1.3 一氧化氮(NO)和一氧化氮合酶(NOS) NO是

正常的运动和分泌功能. IBS患者结肠黏膜内EC

一种在胃肠道广泛分布的重要神经递质, 对胃

含量增多, 同时因肠道高敏感性以及动力紊乱

肠道运动及感觉起重要调节作用. 大量研究已

等因素, EC接受的刺激增加, 释放过量的5-HT,

证实, NO对胃肠运动起抑制作用, 并且与内脏感

造成肠道功能紊乱, 分泌增加, 运动加快, 导致

觉神经敏感性呈负相关. 当其含量减少时, 胃肠

患者出现腹泻症状.

运动加快, 内脏感觉神经高敏感. 穆标 et al

经

2.3 T淋巴细胞 近年来, 有研究显示[28]: IBS患者

实验对照研究发现: BS-D患者结肠黏膜NO含量

外周血CD4+ T细胞水平较正常对照组降低, 腹

明显降低, NOS mRNA的表达明显低于正常人

泻型及腹泻、便秘交替型患者CD8+ T均值较正

(主要为神经型NOS), 加快胃肠运动, 导致腹泻

常组增高, 便秘型下降. CD8+ T细胞激活后, Ts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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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自身T细胞对抗原的增值反应和抑制活化

enolase, NSE)、SP以及5-HT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B细胞产生免疫球蛋白, 而Tc抗原微生物免疫和

阳性的神经纤维增多, 并被数量增多的MC包围.

异物排斥反应增强, 提示部分BS患者肠道内细

也有研究表明,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IBS患者降

+

菌过度生长可能与CD8 T细胞的优势活化程度

结肠PPY水平降低, 但升结肠与对照组无差别,

有关. 另外, O'Mahony et al

观察到BS患者肠黏

无论在降结肠还是升结肠, 腹泻型IBS患者NPY

膜IL-10/IL-12比例异常, 表明是促炎作用的Ⅰ型

水平均低于便秘型IBS, IBS患者VIP水平普遍降

辅助性T细胞(helper T cell 1, Th1)处于活动状态.

低, 但平均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 SP

最近, Lee et al

[19]

[29]

对42名符合罗马Ⅲ诊断标

水平各组间无差别. VIP、SP、NPY水平在升

准的I B S患者和12名无症状的健康志愿者行直

结肠高于降结肠, 但PYY水平正好相反. Mayer

肠组织活检, 对MC、EC以及黏膜固有层的T淋

et al [33]通过直肠扩张试验中的局部脑血流量测

巴细胞行免疫染色检查, 结果提示: 在5名感染

定显示, BS组与溃疡性结肠炎组和对照组相比,

后IBS患者中, EC、MC以及黏膜固有层的T淋巴

前扣带回、扁桃体和背侧额叶有更多的活动.

细胞均明显增多. MC在非感染后IBS腹泻型中

这些神经递质的改变影响到了脑-肠轴正常的精

明显增多, 但在便秘型或者混合型者中并不增

细调节, 可能是引起IBS临床症状的重要因素.

多. EC在非感染后IBS患者中没有明显变化, 作
者进一步做了心理因素与这些组织病理学变化

4 肠黏膜屏障完整性的破坏与IBS

之间的相关性研究, 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并没有

Spiller et al [34]应用乳果糖/甘露醇比率法测定

相关性.

了21例急性弯曲菌肠炎患者患病后即12 wk后
肠黏膜通透性, 发现感染后肠炎患者肠黏膜通

3 脑-肠轴异常与IBS

透性明显增高. 并应用同样方法测定了非感染

很早就被研究者们认同: 情绪的改变常常会引

患者肠黏膜通透性, 发现比正常人也明显增高.

起腹泻、腹痛和便秘等消化系统症状, 进而推

Dunlop et al [35]进一步研究了不同BS亚型患者与

测出脑与消化系之间存在某种功能的联系. 神

正常人肠黏膜通透性的差别, BS-D、BS-C患者

经胃肠病学的研究表明, 肠道经肠神经系统

和正常人口服51Cr标记的EDTA, 之后收集24 h

(enteric nervous system, ENS)与中枢神经系统

尿, 通过测定不同时间EDTA排泄率反应近端小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相联系, 肠道的活

肠、远端小肠和结肠黏膜通透性, 发现BS-D、

动受CNS的调控. 这种相互作用被称为脑肠互

BS-C患者小肠和结肠黏膜通透性比正常人增高.

[29-30]

. 两者间神经传递活动通过多种神经递

最新报道[36]也表明, IBS患者结肠黏膜不仅通透

质完成, 包括5-HT、P物质(substance P, SP)、血

性明显升高, 而且与ZO-1 mRNA明显的低表达

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VIP)、

相关(ZO是一种重要的紧密连接蛋白, 是组成细

神经肽Y(neuropeptide Y, NPY)、胆囊收缩素

胞紧密连接的重要连接蛋白), 将I B S患者结肠

(cholecystokinin, CCK)、NO、促肾上腺皮质激

黏膜细胞体外培养, 取其培养液上清孵育Caco-2

素释放因子(corticotropin releasing factor, CRF)

细胞(一种来源于人类结肠癌细胞株, 常作为小

等、脑啡肽等, 从而构成了脑-肠轴. 陈晓敏

肠功能细胞模型用于实验), 可引起Caco-2细胞

et al [31]设立对照研究, 并取回盲部、乙状结肠

ZO-1 mRNA表达明显降低, 并且可引起Caco-2

黏膜行SP、VIP免疫组化染色和MC计数, 结果

细胞跨上皮抵抗(transepithelial resistance, TER)

发现: IBS患者回盲部、乙状结肠黏膜SP、VIP

的减低和细胞通透性的增加. 他们的研究还表

免疫阳性纤维较正常组增多、增粗, 阳性加强,

明, 上清液引起的细胞通透性增加与IBS患者腹

IBS患者回盲部黏膜MC计数较正常对照组显著

痛严重程度相关. 由此证明: IBS患者结肠黏膜

动

[32]

增高. 另有研究 证实IBS患者结肠黏膜SP含量

细胞培养液能够再现IBS患者功能上(通透性)及

明显升高, 且S P阳性的神经末梢与M C紧密相

分子基础上(ZO-1 mRNA)的改变.

邻, 并认为肠黏膜内的MC和SP在IBS肠道高敏
感性发病中起关键作用. Lee et al [19]经实验发现:

5 IBS与肠道感染

与对照组相比, IBS患者末端回肠黏膜内的MC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肠道感染是IBS的一个危

数量都显著增多, 而且末端回肠及直-乙状结肠

险因子. 流行病学显示: 约有4%-26%的患者在

黏膜内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ne specific

急性胃肠炎后可出现IBS[37]. Wang et al [17]对北京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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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一组患病前无胃肠功能紊乱的痢疾患者进

并胃肠道功能紊乱, 表现为假性肠梗阻. 其基础

行了追踪研究, 结果表明, 1-2年内22.4%有肠道

研究依据为: 重症IBS患近端空肠全层活检可见

功能紊乱(functional bowel disorder, FBD), 8.1%

肌间神经节内淋巴细胞增多和神经元退行性变.

进展为IBS. 该研究还表明, 持续腹泻大于≥7 d

抗神经核抗体anti-Hu能与肠神经元发生免疫反

是进展为FBE的高危因素. 另有资料证明, 肠道

应, 引起细胞凋亡和神经细胞死亡.

感染后IBS(post-infectious, PI-IBS)和非感染后

近年来, 精神、心理因素作为IBS重要的发

IBS(nonPI-IBS)患者黏膜固有层T细胞较对照组

病诱因被研究者们所重视. Kovács et al [44]进行了

增加, 非感染后IBS患者MC增加, 如根据传统组

调查研究, 证明其在IBS患者发病过程的重要性.

织学标准, 则这些活检组织均属正常 [18]. 因此,

国外一项荟萃分析显示[45]: 在评价IBS时, 心理

过去可能忽略了炎性肠疾病与IBS的关系. 近年

症状和社会影响跟胃肠道症状同样重要. 国外

来, 为分析感染因素是否影响外周血炎性细胞

研究者[46-47]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 发现感觉

因子失衡, 梁海清 et al [38]比较了PI-IBS组、非PI-

紧张、无助、睡眠障碍、易疲劳等是影响I B S

IBS组及对照组3种炎性细胞因子IL-6、IL-18、

患者生活质量的独立因素, 而病程、性别、年

I L-13的血清表达, 结果显示: P I-I B S组血清

龄等因素是潜在的诱导因素. Cruz Ruíz et al [48]对

IL-6、IL-18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非PI-IBS组

100例IBS患者进行研究, 发现58%的患者合并焦

与对照组相比无显著差异, PI-IBS组与非PI-IBS

虑, 62%合并抑郁, 其中半数以上为女性. Chang

组相比亦无显著差异. 提示感染因素影响了腹

et al [49]经研究显示: 女性是IBS发病的一个危险

泻型IBS患者全身细胞因子的分秘代谢, 促炎因

因素, 尤其是便秘为主型的IBS患者.

子分泌增加, 造成PI-IBS患者促炎和抗炎细胞因
子失衡. 持续增多的促炎细胞因子可促进PGE2

7 结论

等炎性介质的释放, 作用于肠道初级神经元和平

胃肠动力障碍、内脏高敏感性、基因、心理社

滑肌细胞, 引起肠道感觉、运动功能改变.

会因素等是引起IBS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研究证
明, 脑-肠轴异常、肠道感染、5-羟色胺(5-HT)

6 其他与IBS发病机制相关的研究进展

及转运体异常以及M C、E C、黏膜固有层的T

最近, 有人提出小肠和结肠微生态系统失调和
[39]

淋巴细胞和水通道蛋白肠黏膜通透性改变等与

,

IBS的发生有关, 这些病理生理改变对IBS是否

IBS患者存在小肠细菌过度生长的问题 . 有学
学

属于“功能性”疾病提出了强烈质疑, 但由于

肠道气体平衡的改变与部分IBS的发病相关
[40]

[41]

研究了IBS患者透壁电位差(主要反映电位

没有普遍性和特征性, 还不能作为诊断IBS的客

相关的氯离子分泌)的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 IBS

观依据, IBS确切的发病机制仍然不清楚. IBS的

与对照组之间Ⅲ相移行运动复合波的波幅及

罗马Ⅲ诊断标准依然是基于特征性的临床症状

持续时间上无差别, 但其传播速度快于对照组,

进行诊断.

者

I B S患者在Ⅲ相移行运动复合波期间最大透壁
电位差, 无论在十二指肠还是空肠都增高. 在Ⅲ
相移行运动复合波之后, 空肠的透壁电位差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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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入选北京大学图书馆
2008 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本刊讯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采用了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
子、获国家奖或被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9个评价指标, 选作评价指标统计源
的数据库及文摘刊物达80余种, 统计文献量达32400余万篇次(2003-2005年), 涉及期刊12 400余种. 本版还加大
了专家评审力度, 5500多位学科专家参加了核心期刊评审工作. 经过定量评价和定性评审, 从我国正在出版的
中文期刊中评选出1980余种核心期刊, 分属七大编73个学科类目.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入选本版核心期刊库
(见R5内科学类核心期刊表, 第66页). (科学编辑: 李军亮 2009-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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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粒子近距离植入治疗结直肠癌肝转移的研究进展

陈 亿, 罗开元, 李滢旭

■背景资料

放射性粒子组织
间植入近距离治
疗恶性肿瘤, 是指
将放射性粒子直
接永久植入肿瘤
组织内或是插植
于手术切除的肿
瘤床、残存癌及
淋巴转移的途径,
利用其释放低能
量光子产生的γ、
X射线持续照射
肿瘤细胞并将其
杀伤的一种新的
技术方法. 可以减
轻手术创伤、缩
短手术时间、减
少术后并发症; 粒
子植入与手术和
化疗配合, 有望提
高肿瘤治疗的彻
底性, 解决在恶性
肿瘤治疗中起关
键作用的肿瘤局
部复发与再生长
问题; 能够有效延
长患者生存期和
提高患者的生存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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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同行评议者

陈光, 教授, 吉林
大学第一医院消
化器官外科

Colorectal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ncers worldwide and the second most
common type of cancer in the Western world.
Colorectal cancer is the most common source
of metastatic liver cancer, and liver metastasis
is an importa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colorectal
cancer. Hepatic resection is the treatment of
choice for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The
postoperative 5-year survival rate for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 now exceeds
50%. However, hepatic resection is indicated for
only 10%-25%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Therefore, non-surgical methods
have attracted increasing attention. Permanent
125
I seed implantation is now becoming a hotspot
for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This
review will focus on the recent advances in
permanent 125I seed implantation for colorectal

Key Words: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is;
seed; Brachy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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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结直肠癌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在
西方社会其发病率排在肿瘤的第2位, 其肝转
移是影响结直肠癌预后的重要因素, 也是最常
见的转移性肝癌. 手术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治愈
手段, 5年存活率超过50%, 但仅有10%-20%结
直肠癌肝转移患者确诊时适合于手术切除, 因
此各种非手术治疗的作用正日益受到关注. 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125I粒子永久性组织间植
入内放射已成为结直肠癌肝转移治疗的新热
点, 本文拟就其在结直肠癌肝转移方面的治疗
进展作一简要综述.
关键词: 结直肠癌; 肝转移; 125I粒子; 组织间内放疗
陈亿, 罗开元, 李滢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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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结直肠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影响结直
肠癌预后的因素有很多, 癌灶的转移就是其中
的重要原因之一. 肝脏是结直肠癌转移的最常
见器官, 约30%-60%, 结直肠癌肝转移(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CRLM)是最常见的转移性肝
癌. 接近25%的结直肠癌患者在确立诊断时即已
存在肝转移, 另有30%的患者在结直肠癌原发
肿瘤切除术后2年内发生肝转移. 转移性肝癌患
者的预后大多不佳, 如果未经治疗, 中位生存期
约为12-15 mo, 5年生存率不足5%[1-3]. 尽管治疗
方法在不断进步, CRLM患者的预后仍不理想,
CRLM Ⅳ期的患者即使使用当前最好的化疗药
平均生存时间约为25 mo[4].

125

I粒子永久性组织

间植入内放射治疗的出现及其技术的不断改进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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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类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手段.
1

的吸收剂量才能得到较好的局部控制, 而肝脏

125

I粒子永久性组织间植入内放射治疗CRLM的

基本原理
125

124

I是一种人工合成同位素, 由 X e吸收1个中
125

子并以电子俘获方式变为 I, 释放能量为27-31
keV的X线和35 keV的γ射线.

125

的耐受剂量仅30 Gy, 超过30 Gy会产生严重的放
射性肝损伤, 因此, 常规的放射治疗在肝癌的应
用受到限制[11]. 1999年Martinez-Monge et al [12]报
道了56例125I粒子治疗不可切除CRLM的结果, 1
年生存率和3年生存率分别是71%和25%, 中位

I粒子是由内含

生存期为20 mo. 单发转移灶的5年控制率(39%)

吸附有活性125I的钯丝, 外壳为钛合金管并经激

高于多发转移灶的5年控制率(9%). 2006年, Nag

125

I

et al [13]报道125I粒子内放疗治疗不可手术切除的

粒子具有的优势主要有: 剂量率较低, 治疗比增

CRLM患者1年生存率和3年生存率分别是73%,

加, 相对生物效应高(约1.0-1.5或1.2-2.0), 半衰期

23%, 中位生存期20 mo, 最长生存时间7.5年. 单

长(60.1 d), 同时衰变产生的γ射线穿透力弱, 在

发的转移灶的5年肝内控制率(38%)高于多发的

组织和铅中的半价层分别为20 mm和0.025 mm,

转移灶的5年肝内控制率(6%). 多因素分析表明,

组织穿透能力17 m m, 有效的杀伤半径大约是

转移灶的数目、大小与患者预后显著相关, 单

10-15 m m. γ射线能够直接损伤大肠癌细胞的

发病灶者生存期明显长于病灶数多于4处者. 虽

DNA, 破坏癌细胞DNA合成, 使双键断裂, 诱导

然缺乏长期的随访资料, 但本研究显示出125I粒

癌细胞凋亡, 使核酸内切酶活化, DNA被打断、

子植入内放射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为其在临床

裂解, 抑制某些与癌细胞代谢、增殖等相关蛋

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基础.

光焊接而成的微小颗粒. 与其他放射源相比,

125

125

白分子的合成. 同时 I粒子释放的低线性能量

2.2

I粒子永久性组织间植入内放射治疗联合

传递(linear energy transfer, LET)射线电离癌细胞

手术 手术切除肝脏转移灶仍然是治疗结直肠癌

内的水分子, 产生自由基(H 、H2O2、OH 、O ),

并肝脏转移的最佳方法 [14]. 其主要方式为手术

与细胞核酸、蛋白等分子相互作用, 引起组织

切除主要转移灶, 而后植入125I粒子内放射治疗

细胞损伤, 而致组织中的肿瘤细胞失去繁殖能

潜在的残余病灶、切除困难者以及可能发生的

+

-

2-

. 肝脏肿瘤组织在射线的作用下, 处

转移灶. 1994年, Armstrong et al [15]首先报道了从

于照射敏感时相(G2-M期)和非敏感时相细胞的

1979年到1990年的一组手术切除同时植入125I粒

比例存在再分配, 这样就可能增加后续照射的

子治疗转移性肝癌病例的治疗结果. 作者在术

杀伤机会, 效果优于外照射. 参照1995年美国医

中对于不能切除或者部分切除的, 采用125I粒子

学物理学会43号工作组对胃肠道肿瘤推荐的近

永久性组织间植入内放射治疗CRLM, 结果显示

力而凋亡

[5-6]

[7]

距离治疗剂量140 Gy , 据计算, 采用0.7 mCi-0.8
125

mCi活度的 I粒子作相隔1.0-1.5 cm间距的平面
125

植入经5个半衰期, 可以达到推荐的 I治疗剂量
140 Gy.

本组患者手术死亡率为0, 无严重的术后并发症,
随访的中位生存期为18 mo, 42%的患者存活了
2年以上. 这与国外学者[16-18]相关的CRLM研究
报道一致. 研究显示125I粒子永久植入内放疗可
有效降低局部复发率并显著提高生存率, 具有

2

125

I粒子永久性组织间植入内放射治疗CRLM的

较高的安全性及可行性, 能在手术切除病灶后

方式及疗效

有效的控制残余病灶. 切缘阳性是局部复发的

对于CRLM的患者, 手术治疗是目前对于结直肠

主要原因, 手术的原则是要求切缘距肿瘤大于1

癌肝转移的根治性治疗公认的唯一方法, 是能

cm. 但也有学者[19]认为手术中切缘距肿瘤的距

使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治疗手

离不会影响术后肿瘤复发率.

段, 但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中只有10%-20%适

2.3

[8-9]

125

I粒子永久性组织间植入内放射治疗联合

. 对于不

化疗 CRLM的化疗方式包括: 口服化疗、周围

125

I粒

静脉化疗、门静脉化疗以及肝动脉化疗. 新的

子永久性组织间植入内放疗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化疗药物的应用增加了疗效, 化疗已不仅仅作

合手术治疗, 手术的时机相当的重要

可切除的原发和转移性肝癌病例的治疗,
125

2.1 单用 I粒子永久性组织间植入内放射治疗

为姑息治疗, 化疗更有价值在于部分不能根治

对于不可手术切除的CRLM患者, 放射治疗历来

切除的病例经化疗肿瘤缩小后从而可根治手术

[10]

, 这主要是因为肝脏

切除, 使更多的患者可能获得长期生存. 现在普

对射线的低耐受度. 由于肝癌必须有超过40 Gy

遍主张在手术后采用辅助化疗措施, 术中先行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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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粒子内放疗优于先行化疗, 以化疗来巩固手

术治疗的效果. 2005年, 国内罗开元 et al

[20]

2009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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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期

5 结论

通过

手术切除仍是可切除CRLM的首选治疗手段, 对

对84例肝癌患者随机分组分别给予术后化疗和

于不适合切除的患者可考虑行125I粒子永久性组

术中永久插植125I粒子组织间放射治疗, 研究结

织间植入内放射治疗. CRLM的125I粒子植入治

果显示: 前组3年局部复发率为59.5%, 3年生存

疗尚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通过合理设计植入计

率47.6%; 后组3年局部复发率为11.9%, 3年生存

划、熟练操作流程等有望将125I粒子的治疗效果

率为68.7%, 明显优于前组的疗效. 虽然CRLM的

提高.

化疗结果仍不让人满意, 但最近20年, 以奥沙利

生存时间, 而新辅助化疗在CRLM的治疗中具有

铂为代表的第3代铂类及以伊立替康为代表的

重要意义, 通过减小肿瘤体积, 增加了手术切除

拓扑异构酶抑制剂的出现, 已将CRLM的化疗反

的机会[27]. 放射性粒子植入的理论指导和实验依

[21]

应率提高至一个较高的水平(约50%) . Wieners

125

I粒子联合手术或化疗能够延长患者的

据也尚待进一步完善, 如: 不同类型肝脏肿瘤的

et al [22]报道, 对不可切除的只有肝转移的CRLM

耐受剂量是多少? 化疗和外放疗如何同125I粒子

患者同时行内放疗和肝动脉灌注化疗, 平均随

更好的结合, 多病灶的CRLM的耐受剂量以及粒

访28 mo, 第1次治疗后的中位生存期为12.3 mo,

子的放置等等. 为解决上述问题而进行的各种

所有的患者均未发现肝功能衰竭. 这2种最小侵

研究, 如内、外放疗相结合以减少放射剂量, 减

入性治疗方法的联用是可行的, 而且并发症少,

轻放射毒性[28]等, 尚需进一步研究探索.

为治疗不可切除的CRLM患者带来希望.
3 适应证和禁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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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入选《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 RCCSE 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
本刊讯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由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武
汉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管理学院联合研发, 采用定量评价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我国万种期刊大致浏览、
反复比较和分析研究, 得出了65个学术期刊排行榜, 其中《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位居396种临床医学类期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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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疼痛应激对SD大鼠胃及颌下腺中annexin 5 mRNA表
达的影响
卢坤刚, 韩雪峰, 张艳梅, 时姗姗, 柳海燕, 陶晓倩, 姚 兵

■背景资料

机体遭受严重的
创伤应激后, 常出
现与胃肠道功能
紊乱有关的许多
症状. 消化系疾病
一直是历次战争
中的高发疾病, 军
事应激导致的损
伤是部队非战斗
减员的主要原因
之一. 疼痛是战争
创伤引起的常见
症状, 特别是慢性
疼痛, 也是近年来
影响人们身心健
康的主要因素之
一, 但其对消化系
统功能的影响仍
没有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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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annexin 5 mRNA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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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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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国忠, 教授, 南
京医科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消化科;
周国雄, 主任医
师, 南通大学附属
医院消化内科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formalininduced acute pain on the expression of annexin
5 mRNA in the stomach and submandibular
gland of Sprague-Dawley (SD) rats.
METHODS: Acute pain was induced in SD rats
by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2 mL of 50 g/L
formalin into the plantar surface of the left hindpaw. Control rats were injected with equal vol-

ume of normal saline solution. The samples of
the stomach and submandibular gland were collected under terminal anaesthesia with ketamine
(40 mg/kg) at 1, 6, 24 and 72 h after formalin
injection. The expression of annexin 5 mRNA
in the stomach and submandibular gland was
analyzed by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RESULTS: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annexin 5 mRNA
in the stomach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1 h after
formalin injection compared to that in control
mice (7.43 ± 2.67 vs 1.00 ± 0.00, P < 0.01), and
then decreased to basic level at 6 h (P > 0.05). In
the submandibular gland, the expression of annexin 5 mRNA also increased at 1 h after formalin injection (4.33 ± 1.50 vs 1.00 ± 0.00, P < 0.01),
and returned to normal level at 72 h (P > 0.05).
CONCLUSION: Formalin injection-induced
acute pain upregulats the expression of annexin
5 mRNA in the stomach and submandibular
gland of rats. Annexin 5 may be an acute stress
response protein in the digestive system.
Key Words: Pain induction; Stomach; Submandibular gland; Annexin 5;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CR
Lu KG, Han XF, Zhang YM, Shi SS, Liu HY, Tao XQ, Yao B.
Formalin-induced acute pain upregulates the expression
of annexin 5 mRNA in the stomach and submandibular
gland of ra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28-3331

摘要
目的: 研究在甲醛(formalin)致炎的急性疼痛
应激状态下SD大鼠胃及颌下腺中annexin 5
mRNA表达水平的变化.
方法: 单侧后足底皮下注射0.2 mL, 甲醛溶液
(50 g/L), 建立SD大鼠的急性疼痛应激模型,
对照组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 实验组与其相应
的对照组大鼠分别在注射后1、6、24和72 h
用氯胺酮(50 mg/kg)麻醉处死. 通过荧光定量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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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R分析急性疼痛应激对大鼠胃及颌下腺中
annexin 5 mRNA表达水平的影响.
结果: 荧光定量PCR结果表明, 在甲醛注射后
1 h胃中annexin 5 mRNA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显
著升高(7.43±2.67 vs 1.00±0.00, P <0.01), 至
6 h恢复到正常水平(P >0.05); 注射后1 h, 颌下
腺中annexin 5 mRNA水平也显著升高(4.33±
1.50 vs 1.00±0.00, P <0.01), 并持续到24 h, 至
72 h恢复到正常水平.
结论: annexin 5可能是消化系统应激反应蛋
白, 急性疼痛可能通过annexin 5影响胃及颌下
腺的功能.
关键词: 疼痛应激; 甲醛; 胃; 颌下腺; annexin 5; 荧
光定量PCR

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动物比较医学科提
供, 体质量310-350 g, 随机分为5组, 每组各12
只. 动物实验房实验前清洁、消毒. 温度22℃±
2℃; 光控为07:00-19:00光照, 19:00-次日07:00黑
暗. TRIzol试剂(Invitrogen公司), 焦炭酸二乙酯
(Amrsco公司), 反转录试剂盒(Promega公司), 即
用型Taq酶PCR试剂盒(上海GeneRay Biotech公
司), 引物及Taqman探针(上海英骏生物公司合

1.2.1 引物及Taqman探针的设计与合成: 参照
Barlow et al [2]的研究, 在GenBank上查找大鼠
annexin 5及Rpl19的mRNA序列, 取其保守区,
使用Premier Primer 5.0设计引物及Taqman探针
(5'FAM、3'TAMRA双标记), 由上海英俊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合成. annexin 5(产物长度94 bp): 上
游引物: 5'-GAGACCCTGACACTGCAATTG-3',

0 引言
应激状态下机体的消化和免疫系统将受到很大
的影响, 应激性肠胃病是部队非战斗减员一个
重要原因, 且以功能性胃肠病为主. 研究表明身
心应激能引起胃肠道即刻早期基因mRNA水平
显著升高 [1] , 这些基因的迅速表达可能启动应
激诱导的黏膜损伤的修复机制, 也可能使胃肠
道对应激源产生适应. 因此, 研究这些基因在应
激状态下表达变化将有助于探讨应激对消化
功能影响的具体机制. 疼痛是由伤害性刺激引
起的一种应激反应, 也是战争创伤引起的常见
症状. 因此, 我们建立急性疼痛模型模拟战争创
伤并研究S D大鼠胃及颌下腺中潜在相关基因
表达变化, 为研究功能性胃肠病提供新的线索.
annexin 5是一种Ca2+依赖的磷脂酰丝氨酸结合
蛋白, 并参与形成磷脂膜及Ca2+通道, 有研究表
明annexin 5具有抗炎和抗凝血作用, 能抑制PKC
的活性. 我们之前的研究表明, 甲醛注射能诱导
SD大鼠胃及颌下腺中annexin 5蛋白水平的升高,
因此, annexin 5可能参与了胃及颌下腺对急性
疼痛应激的反应. 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
讨annexin 5 mRNA水平在急性疼痛应激状态下
的变化, 有助于了解急性疼痛应激影响消化系

下游引物: 5'-TCATCCGTCCCCCACTTC-3',
Taqman探针: 5'-CTCAGGCATTGTTCCAGGC
TGGAGA-3'; Rpl19(产物长度96 bp): 上游引物:
5'-CATGAGTATGCTTAGGCTACAGAAG-3',
下游引物: 5'-GCGATTTCGTTGGTTTCATT-3',
Taqman探针: 5'-CGCTGTGGTAAAAAGAAGG
TGTGGTTG-3'.
1.2.2 甲醛致炎的急性疼痛模型制备: 按照
Dubuisson et al [3]的方法建立疼痛模型并进行评
分, 动物实验前先进行30 min适应, 然后, 在大
鼠左侧后足底皮下注射50 g/L甲醛0.2 mL, 对照
组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 实验动物被放入30 cm
×30 cm×30 cm的聚丙烯透明容器内, 并在下
面放一面镜子成45度角用于观察大鼠疼痛行为,
并进行评分. 评分在注射完毕后立即开始, 持续
50 min, 每5 min计算1次. 评分方法: 注射足仍能
够正常支撑体质量, 记为0分; 注射足能支撑一
点体质量或不支持, 运动时跛行, 记为1分; 注射
足抬起, 悬在空中, 不接触容器, 记为2分; 舔、
咬注射足或注射足颤抖, 记为3分. 对以上各级
评分以5 min为单元作一加权平均, 作为大鼠对
注射甲醛的疼痛计分. 加权平均(pain score) =
Σpt /5(即5 min为单元, pt 数值相加除5), p为大鼠
特定疼痛反应的指数(如上0, 1, 2, 3), t 为此行为
反应所持续的时间.

annexin 5表达的机制.

1.2.3 取材: 实验组、对照组在相应时间段按50

1 材料和方法

处死. 分别取胃及颌下腺组织放入预冷的0.01

1.1 材料 清洁级SD♂大鼠60只, 由中国人民解

mol/L PBS(pH7.4)中冲洗干净后放入液氮内保存.

www.wjgnet.com

现已证明annexin
5蛋白在消化系统
中广泛存在, 且应
激状态下其表达
水平显著变化, 因
此, 研究应激状态
下annexin 5表达
变化可能有助于
解释应激性消化
系统疾病发生的
机制.

1.2 方法

疼痛应激对SD大鼠胃及颌下腺中annexin 5 mRNA表达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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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异丙醇、氯仿、无水乙醇均为国产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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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kg体质量注射盐酸氯胺酮麻醉后, 心脏取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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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婧 et al 通过水
浸束缚应激模型
的研究表明细胞
凋亡是急性胃黏
膜损伤过程中细
胞死亡的重要形
式. Veenstra et al
报道应激引发的
胃肠道损伤可能
是其引发胃肠道
局部缺血所致.
许多annexin蛋白
家族的成员都参
与了机体的应激
反应. Wen et al
报道annexin 5可
通过与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受体
(VEGFR)结合调
节信号的传递, 并
具有抗凝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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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疼痛应激后大鼠胃及颌下腺中annexin 5 mRNA相对表达量 (n = 5, mean±SD)

			
组织
对照组
			
1 h		

实验组
6h

24 h

72 h

胃

1.00

7.43±2.67b

1.16±0.17

1.05±0.24

0.66±0.20

颌下腺

1.00

4.33±1.50d

5.78±3.00d

9.38±4.24d

1.75±1.27

b

P <0.01 vs 胃对照组; dP <0.01 vs 颌下腺对照组.

1.2.4 总RNA的提取: 将胃或颌下腺组织在液氮

2.5

中磨碎, 按每50-100 mg组织加入0.5 mL TRIzol

2.0

匀浆, 最后补加0.5 mL TRIzol, 样品的体积不应
超过TRIzol体积的10%. 然后, 于4℃、12 000 g
离心15 min. 取上清液置另一EP管中, 每管加入
0.2 mL氯仿, 剧烈震荡15 s混匀. 将匀浆的样品
在室温下(15℃-30℃)放置3-5 min, 使核酸蛋白
质复合物完全分离. 然后, 于4℃、12 000 g 离心

疼痛评分(分)

本研究首次在甲
醛致炎的急性疼
痛模型基础上研
究annexin 5在消
化器官中的表达,
将有助于探讨应
激对消化功能影
响的具体机制, 为
研究功能性胃肠
病提供新的线索.

CN 14-1260/R

1.5
对照组
实验组

1.0
0.5
0.0

5

15 min, 样品分为3层, 底层为黄色的有机相, 上
层为无色的水相和一个中间相. RNA主要存在
于水相中, 将水相转移到新的E P管中, 用异丙
醇沉淀水相中的RNA, 每用1 mL TRIzol加入0.5
mL的异丙醇, 于室温放置10 min. 然后于4℃、

图 1

10

15

20 25 30 35
t /min

40

45 50

甲醛注射后对照组与实验组大鼠疼痛评分.

统计学意义.

12 000 g 离心10 m i n, 离心管底部会出现胶状

2 结果

RNA沉淀. 移去上清, 每管加入1 mL、750 mL/L

2.1 动物模型制备情况 SD大鼠左后肢足底皮下

的乙醇洗涤沉淀并于4℃、12 000 g 离心5 min.

注射甲醛后, 均出现完全抬起, 肢体颤抖、跛行,

移去上清, 沉淀在室温下干燥5-10 min, 用适量

并舔、咬注射足等行为反应. 这些行为呈明显

的DEPC水溶解RNA沉淀, 用分光光度计测其浓

的两期性反应. 注射足在注射30 min后开始出现

度及纯度.

红肿, 并且持续到第3天红肿仍不退去. 对照组

1.2.5 反转录: 使用Promega A3500反转录试剂

注射生理盐水后, 无上述明显的疼痛行为反应.

盒按照操作说明进行反转录反应. 反应体系为:

实验组大鼠疼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5×AMV Buffer 5.0 μL、10 mmol/L dNTP 2.5

图1).

μL、Olig dT 1.0 μL、焦磷酸钠2.5 μL、AMV反

2.2 实时荧光定量PCR结果 甲醛注射后1 h, 胃组

转录酶1 μL(10 U/μL), RNA模板3 μg, 加无核酶

织中annexin 5 mRNA水平显著升高(P <0.01), 至6

水至25 μL. 42℃反应60 min, 94℃ 5 min灭活反
转录酶, 反应产物于-20℃保存待用.
1.2.6 实时荧光定量PCR: 使用ABI Prism 7000

h恢复到正常水平(P >0.05). 甲醛注射后1 h, 颌下
腺中annexin 5 mRNA水平也显著升高(P <0.01),
并持续到24 h, 至72 h恢复到正常水平(表1).

PCR仪按照以下条件进行荧光定量PCR反应. 反
应体系为: 2×Taq酶PCR反应混合液12.5 μL、

3 讨论

ddH2O 6.5 μL、引物1(10 pmol/L)1.5 μL、引物

甲醛是一种常用的炎性介质, 注射甲醛是诱

2(10 pmol/L)1.5 μL、Taqman探针(10 pmol/L)1.0

导损伤疼痛及评价镇痛药效的一种常用的方

μL、cDNA模板2.0 μL. 反应条件为: 94℃预变性

法[4-5]. 本研究中, 甲醛注射后大鼠的疼痛行为呈

2 min, 94℃ 30 s, 57℃ 30 s, 72℃ 30 s, 40个循环.

明显的两相期反应, 与前人报道的一致, 且实验

反应结束后以Rpl19基因为内参照, 采用2

-ΔΔCT

值

法计算annexin 5 mRNA的相对含量.

组大鼠疼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表明我们成
功建立了甲醛致炎的急性疼痛模型. 一般认为

统计学处理 全部数据均用S P S S15.0统计

Ⅰ期反应是由于注射器针头刺入皮下后初级传

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L S D

入神经纤维激活所致, Ⅱ期反应可能是由于局

法, P 值反映各组间的差异, P <0.05表示差异有

部的一些活性物质, 如局部5-HT的释放, 导致初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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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传入神经纤维敏化及脊髓背角神经元的激活
[6]

平上的迅速反应表明其可能是消化系统的一种

引起的 . 急性应激状态下, HPA轴的激活是应

急性应激反应蛋白. 但疼痛应激影响消化系统

激反应的主要特征, 甲醛注射能引起血清泌乳

内annexin 5表达变化的体液和神经通路及具体

素(prolactin, PRL)和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

的信号通路仍需进一步研究.

[7]

GC)短暂而迅速的升高 . 研究表明烧伤应激初
期, CCK-8分泌增加[8], CCK-8能增强甲醛诱导的
[9]

疼痛反应, 并可导致胃动力紊乱 . 因此, 甲醛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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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引起的急性疼痛应激可能对消化系统的功能
造成一定的影响.
我们先前的研究表明, 甲醛注射引起的急

2

性疼痛能诱导大鼠胃和颌下腺中annexin 5蛋白
表达水平升高[10]. 本研究表明, annexin 5的这种

3

变化起始于转录水平, 甲醛注射引起的疼痛应
激可能通过迷走神经影响胃肠道的功能[11]. 甲醛
注射1 h后胃和颌下腺中annexin 5 mRNA水平都

4

显著升高, 但高水平的mRNA在胃中只维持1 h,
而在颌下腺中却能持续到24 h, 因此, 颌下腺对
甲醛注射引起的急性疼痛较为敏感. 这种不同

5

的表达时相表明, 除了参与对疼痛应激的反应,
annexin 5在胃及颌下腺中可能具有其他不同的
生理功能. 颌下腺不仅参与了消化功能, 其合成

6

的生物活性物质, 如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 表皮
生长因子等, 在应激状态下维持机体内环境的
稳定及受损组织的修复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7

有研究表明去颌下腺大鼠睾丸中annexin 5
表达水平升高[12], 甲醛注射后annexin 5 mRNA
水平的迅速变化也表明机体对伤害性刺激反应
非常迅速, annexin 5可能是消化系统内的应激
反应蛋白. 胃中annexin 5 mRNA水平在6 h就恢

8
9

复到正常水平, 72 h略低于对照组, 但统计分析
表明其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而蛋白翻
译水平6 h后显著增高, 并持续到24 h, 可能与胃
消化功能的紊乱有关 [10]. 颈交感干可能是甲醛

10

注射影响颌下腺的分泌功能的途径之一. 颌下
腺在应激反应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其annexin 5

11

mRNA水平一直持续到24 h, 这可能与颌下腺维
持机体内稳态的功能有关. 本研究进一步证明
了annexin 5参与了大鼠胃及颌下腺对急性疼痛
应激的反应, 且应激状态下annexin 5在mRNA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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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蝥酸钠维生素B6联合X射线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
赵航宇, 梁 健

■背景资料

斑蝥酸钠维生素
B6是中药斑蝥的
有效成分之一, 近
年研究发现, 斑蝥
酸钠维生素B6对
肝癌等多种肿瘤
细胞具有显著的
杀伤作用, 已成为
肿瘤治疗的一个
新靶点. 本研究
组在体外实验研
究中发现斑蝥酸
钠维生素B6与X
射线联合能够显
著抑制肝癌细胞
HepG2生长, 其抗
癌主要机制是诱
导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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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sodium
Cantharidinate and Vitamin B6 Injection
(Aiyishu) in combination with radiotherapy 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 HepG2.

■同行评议者

王学美, 研究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中西医结合研
究室

METHODS: After HepG2 cells were incub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Aiyishu injection, cell proliferation was measured by 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 (MTT) assay. Twenty-four
hours after incubation, cell radiosensitivity was
evaluated by clonogenic assay. Early apoptosis
was detected by annexin-V-FITC/propidium iodide double staining assay. Apoptotic cells were
observed under a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RESULTS: After 72 hours of incubation, Aiyishu injection (5.0 mg/L)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HepG2 cells, and the reduced rate
of cell growth was 68%. Aiyishu injec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radiotherapy showed stronger
inhibitory effects on HepG2 cell growth than
either Aiyishu injection or radiotherapy alone,
suggesting that Aiyishu injection and radiotherapy have a synergistic effect on HepG2 cell
proliferation. Flow cytometry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apoptosis rates of HepG2 cells
incubated with Aiyishu injection (2.5 mg/L) for
24 h or irradiated with X-ray (4 Gy) for 24 h were
11.15% and 10.10%, respectively. In contrast,
HepG2 cells treated with Aiyishu injection (2.5
mg/L) for 24 h and then irradiated with X-ray (4
Gy) for 24 hours had an apoptosis rate of 23.75%.
Clonogenic assay showed that Aiyishu injection
could enhance the sensitivity of HepG2 cells to
radiotherapy.
CONCLUSION: Aiyishu injection can significantly inhibit proliferation, induce apoptosis,
and increase radiosensitivity of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Key Words: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antharidin;
Disodium cantharidinate; Vitamin B6; Apoptosis;
X-ray
Zhao HY, Liang J. Disodium Cantharidinate and Vitamin
B6 Injec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radiotherapy induces
apoptosis and inhibits proliferation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 HepG2.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32-3336

摘要
目的: 探讨斑蝥酸钠维生素B6(艾易舒)注射液
联合放射疗法对人肝癌细胞HepG2的抑制作用.
方法: 采用MTT法观察不同浓度的斑蝥酸钠
维生素B6注射液, 对HepG2生长的影响; 斑蝥
酸钠维生素B6作用于HepG2细胞24 h后接受
不同剂量的X射线照射, 克隆形成法检测放射
增敏比, Annexin-V FITC/PI双染法检测HepG2
的早期凋亡. 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肝癌细胞凋
亡的形态学变化.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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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斑蝥酸钠维生素B6组、放疗处理组及
斑蝥酸钠维生素B6联合放疗组均对HepG2增
殖产生抑制作用, 与空白对照相比, 斑蝥酸钠
维生素B6对HepG2有明显抑制作用, 并呈现
浓度依赖性特点, 斑蝥酸钠维生素B6浓度为
5.0 mg/L、作用时间为72 h, 斑蝥酸钠维生素
B6对HepG2细胞的抑制率最大. 斑蝥酸钠维
生素B6与放疗联合处理组对HepG2的抑制率
明显高于单纯斑蝥酸钠维生素B6组和单纯
放疗组. 提示斑蝥酸钠维生素B6与X射线对
H e p G2的抑制效果具有协同作用. 流式细胞
分析显示: 2.5 mg/L斑蝥酸钠维生素B6作用于
HepG2细胞24 h后, 11.15%的肝癌细胞发生凋
亡. 4 Gy的X射线作用HepG2细胞24 h, 10.10%
的肝癌细胞发生凋亡. 5.0 mg/L斑蝥酸钠维生
素B6作用于HepG2细胞24 h后对其行X射线照
射, 23.75%的细胞发生凋亡. 克隆形成实验结
果显示, 斑蝥酸钠维生素B6可以增强肝癌细
胞的放射敏感性.

作用机制目前尚不十分清楚, 有研究提示可能

结论: 斑蝥酸钠维生素B6能够显著抑制
HepG2增殖, 诱导HepG2凋亡, 增强HepG2对X
射线照射的敏感性, 具有临床意义.

染试剂盒(江苏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

关键词: 斑蝥素; 肝细胞癌; 斑蝥酸钠; 维生素B6;
凋亡; X射线

[6]

与其抑制蛋白磷酸酶有关 . 斑蝥酸钠(sodium
cantharidate, SCA)系斑蝥素的半合成药物, 具有
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升高白细胞等疗效, 多用于
中晚期恶性肿瘤的治疗[7]. 斑蝥酸钠维生素B6注
射液(商品名: 艾易舒)是由斑蝥酸钠和维生素B6
配制的注射液, 临床上应用于多种肿瘤的治疗.
本研究旨在通过动态观察不同剂量的斑蝥酸钠
维生素B6对肝癌细胞HepG2生长的影响, 探讨斑
蝥酸钠维生素B6与放疗结合治疗肝癌是否具有
协同性, 为临床肝癌的综合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人肝细胞癌细胞株HepG2(下称HepG2)
由中国医科大学细胞学教研室惠赠. 斑蝥酸
钠维生素B6注射液(贵州柏强制药有限公司).
DMEM培养基(美国Gibco公司), 胎牛血清(天津
瀚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Annexin-V FITC/PI双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 HepG2培养于100 mL/L胎牛血
清的DMEM培养基内, 置于37℃、饱和湿度, 50
mL/L CO2孵育箱中常规培养. 取指数生长期细
胞进行细胞实验.

赵航宇, 梁健. 斑蝥酸钠维生素B6联合X射线诱导肝癌细胞
HepG2凋亡.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2): 3332-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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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X线照射条件: 6 mV的德国西门子PRIMUS
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 剂量率200 cGy/min, 靶距
50 cm, 照射时上下分别覆盖1.5 cm厚的补偿胶.
1.2.3 细胞增殖实验(M T T): 取指数生长期的

0 引言

HepG2, 制成1×107/L单细胞悬液, 接种于96孔

肝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 全
世界每年约有55万新增肝癌患者, 其中54%发

板中, 每孔200 μL, 弃上清(培养液). 根据斑蝥酸
钠维生素B6的浓度分为: 对照组、5.0 mg/L组、

生在我国 [1] . 外科手术治疗目前仍是肝癌治疗

2.5 mg/L组、1.0 mg/L组, 每组3孔, 在细胞孵育

的首选措施和最有效的手段. 由于肝癌早期缺

3、6、12、24、48、72 h后每孔分别加入5 g/L

乏特异的症状, 大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属中晚期,

浓度的MTT 20 μL, 孵育4 h, 弃上清, 加200 μL二

通常只有10%-30%的患者能接受根治性切除手

甲基亚砜(DMSO), 置于微量振荡器振荡5 min混

术, 导致肝癌患者的整体预后很差, 平均存活时

匀, 用酶联免疫检测仪测波长570 nm的吸光度

间3 mo左右[2]. 目前普遍认为, 只有通过综合性

值. 每组实验重复3次取均值. 抑制率 = [(对照组

治疗才能真正提高肝癌患者生存期. 近年的研
究发现, 放射治疗对肝癌有效, 但是其遇到棘手

A 值-空白组A 值)-(给药组A 值-空白组A 值)]/(对
照组A 值-空白组A 值)×100%.

的问题, 如果采用正常肝组织能够耐受的照射

1.2.4 Annexin-V FITC/PI法检测凋亡: 取指数生

剂量进行放疗, 肿瘤治愈率很低, 否则将严重

长期的HepG2, 制成1×108/L单细胞悬液, 当细

损伤正常肝组织. 中医药在肝癌的治疗中发挥

胞生长至80%汇合时, 各组分别给予以下处理因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已成为肝

素, 实验分4组: (1)对照组; (2)X射线照射组; 2、

[3]

癌治疗的一种重要手段 . 斑蝥素(cantharidin,

4、8 Gy单剂量X射线照射, 分别于照射后24、

CTD)为我国传统中药斑蝥的活性成分, 临床上

48和72 h收集HepG2细胞; (3)斑蝥酸钠维生素

对多种肿瘤治疗有一定疗效, 并且具有升高白

B6处理组: 以5.0 mg/L, 2.5 mg/L, 1.0 mg/L浓度

细胞而无骨髓抑制等优点 [4-5]. 斑蝥素的抗肿瘤

的斑蝥酸钠维生素B6处理HepG2细胞, 处理后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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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近来研究认为肝
癌是放疗敏感肿
瘤, 肝癌的放射治
疗越来越受到人
么的重视, 如何减
少放射剂量, 达到
相同的治疗效果,
减少放疗造成的
全身免疫反应是
目前研究的热点,
如果能从细胞凋
亡及细胞周期角
度进一步研究二
者联合作用的机
制, 将会为肝癌治
疗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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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外有关报道
提示斑蝥酸钠维
生素B6对多种肿
瘤细胞有显著抑
制作用, 诱导肿瘤
细胞凋亡. 但对于
斑蝥酸钠维生素
B6的放射增敏作
用尚鲜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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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T法检测不同浓度的斑蝥酸钠维生素B6作用不同时间对HepG2的抑制率 (%)

3h

6h

12 h

24 h

48 h

72 h

斑蝥酸钠维生素B6浓度(mg/L)
5.0

0.11±0.02a

0.18±0.03a

0.23±0.01a

0.35±0.03a

0.58±0.03a

0.65±0.04a

2.5

a

0.12±0.01

a

0.17±0.01

a

0.25±0.02

a

0.46±0.01

a

0.55±0.02a

0.06±0.01

0.06±0.02

a

0.13±0.02

a

0.20±0.03

a

0.28±0.01

a

0.35±0.02a

0.04±0.01

0.06±0.01

1.0
对照组

0.08±0.02

a

0.06±0.02

0.08±0.01

0.11±0.04

0.12±0.03

a

P <0.05 vs 对照组.

表 2 不同处理因素作用HepG2后2 wk的集落形成数
(mean±SD)

长的抑制率 统计比较了不同浓度的斑蝥酸钠维
生素B6、在不同作用时间点对HepG2的抑制率.
实验结果发现, 与对照组相比, 斑蝥酸钠维生素

斑蝥酸钠维生素B6
无

0 Gy

101.7±6.7
59.0±4.6b

有

2 Gy
81.0±4.6

4 Gy
30.6±4.5

31.0±3.0b

6.0±1.0b

B6对HepG2生长有明显抑制作用, 随着斑蝥酸
钠维生素B6浓度的增加, 以及作用时间的延长,
斑蝥酸钠维生素B6对HepG2细胞的抑制作用逐

b

P <0.01 vs 无斑蝥酸钠维生素B6组.

渐增强. 当斑蝥酸钠维生素B6浓度为5.0 mg/L,
作用时间为72 h, 对HepG2细胞的抑制率最大.

24、48和72 h收集HepG2细胞; (4)X线照射+斑

实验结果提示斑蝥酸钠维生素B6对HepG2生长

蝥酸钠维生素B6组: 在4 Gy的X射线照射前24 h

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 且呈浓度依赖性. 不同浓

加入2.5 mg/L的斑蝥酸钠维生素B6, 处理后24、

度之间有显著性差异, 3个不同浓度组与对照组

48和72 h收集HepG2细胞. 采用1000 g 离心5 min,

之间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差异(P <0.05, 表1).

弃上清, 收集细胞, 用PBS重悬细胞并计数. 取

2.2 斑蝥酸钠维生素B6与放疗联合作用对

5-10(万)重悬的细胞, 1000 g 离心5 min, 弃上清,

HepG2细胞集落形成的影响 经2 Gy或4 Gy剂量

加入195 µL Annexin-V FITC结合液重悬细胞, 加

X射线照射后, 经2.5 mg/L斑蝥酸钠维生素B6处

入5 µL Annexin-V FITC, 轻摇混匀. 20℃-25℃避

理的各组HepG2细胞集落形成数量明显低于无

光孵育10 min, 加入10 µL碘化吡啶染色液, 轻摇

艾易舒处理的各组, 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1),

混匀, 冰浴避光保存. 随即进行流式细胞仪检测,

提示斑蝥酸钠维生素B6具有提高放射线对

每组实验重复3次取平均值.

HepG2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表2).

1.2.5 荧光显微镜检测: 按照Annexin-V FITC试

2.3 斑蝥酸钠维生素B6及X射线处理HepG2细胞

剂盒说明, 对24孔板中HepG2进行Annexin-V

(24 h)各组的凋亡率(%) 实验结果提示, 右上象

FITC/PI染色, 在Olympus IX-70型倒置荧光显微

限为坏死率, 右下象限为凋亡率, 左下象限为正

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学变化.

常细胞所占比例. 左上象限为可以允许的细胞

1.2.6 克隆形成实验: 当HepG2细胞生长至80%

机械损伤率(图1).
图1).
).

汇合时, 用2.5 g/L胰蛋白酶消化, 制备单细胞悬

2.4 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细胞凋亡的形态学改

液, 分为实验组、阴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 将

变 通过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Annexin-V FITC/PI

每组细胞再分为3个小组, 接种于6孔板, 每小组

染色的HepG2细胞形态学变化. 未破坏的细胞不

3个复孔, 10 000个细胞/孔. 培养48 h后分别进行

被Annexin-V FITC/PI染色, 凋亡细胞被染成绿

0、2、4 Gy剂量的X射照射, 照射处理后细胞再

色, 坏死细胞核被染成红色. 实验结果发现: 除

培养2 wk, 计数大于50个细胞的集落数.

对照组外, 各组HepG2细胞以不同程度的凋亡改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2.0统计软件, 数据
以mean±SD表示, 进行各组间t 检验, P <0.05具

变为主(细胞被染成绿色), 凋亡率高的HepG2细
胞间常可见核被染成红色的坏死细胞(图2).
的坏死细胞(图2).
坏死细胞(图2).

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2 结果

放射治疗是恶性肿瘤综合治疗的主要方法之一,

2.1 MTT法检测斑蝥酸钠维生素B6对HepG2生

肝脏曾一度被看做是放射抗拒器官, 认为肝癌
www.wjgnet.com

赵航宇, 等. 斑蝥酸钠维生素B6联合X射线诱导肝癌细胞HepG2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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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组均为处理后24 h, HepG2细胞凋亡率. A-C: 2 Gy, 4 Gy, 8 Gy的X射线处理组; D: 对照组; E-F: 2.5 mg/L, 5.0 mg/L
浓度斑蝥酸钠维生素B6处理组; G: 2.5 mg/L浓度斑蝥酸钠维生素B6加4 Gy的X射线作用组.

A

B

C

图 2 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的Annexin-V FITC/PI染色的HepG2细胞形态学变化. A: 未破坏的HepG2细胞(×400); B: 凋亡及坏
死HepG2细胞(×400); C: 凋亡及坏死HepG2细胞(×200).

不适用于放射治疗.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放

B6注射液是斑蝥酸钠和维生素B6的螯合物, 其

疗设备的发展、肿瘤综合治疗理念的增强, 以

诱导肝癌细胞凋亡的研究目前少有报道.

及放射生物学研究证实肝细胞癌属于放射敏感

斑蝥酸钠维生素B6与放射治疗作为肝癌综

肿瘤, 肝癌的放疗效果重新得到肯定[8]. 辐射作

合治疗的手段, 两者之间是否有协同作用, 主要

为一种基因毒剂(genotoxic agents), 可诱导正常

作用机制如何, 目前未见报道. 我们的前期研究

[9]

组织细胞和肿瘤细胞凋亡 . 放射治疗是治疗恶

表明, 斑蝥酸钠维生素B6对肝癌细胞HepG2具

性肿瘤的重要手段之一, 诱发细胞凋亡是导致

有抑制作用, 通过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达到治疗

肿瘤细胞死亡的主要形式. 有研究表明, 斑蝥酸

肝癌的效果. 本研究采用MTT法及流式细胞分

钠可以诱导肝癌细胞凋亡 [10], 斑蝥酸钠维生素

析结果提示: 斑蝥酸钠维生素B6处理肝癌细胞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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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了斑蝥
酸钠维生素B6联
合放疗治疗人肝
癌细胞凋亡的有
效浓度和剂量关
系, 初步探讨了其
治疗作用的机制,
为斑蝥酸钠维生
素B6联合放疗治
疗肝癌提供了理
论依据, 为进一步
研究分子机制奠
定基础.

3336
■同行评价

本研究为肝癌的
斑蝥酸钠维生素
B6联合放疗方案
提供了一定的实
验依据, 有一定的
临床价值, 希望今
后在研究的深度
上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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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G2后, 对细胞生长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

效果, 其机制可能与二者之间具有协同作用, 进

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显示斑蝥酸钠维生素B6联合

一步上调了诱导肝癌细胞凋亡的程度, 协同作

放疗组的细胞集落明显少于单纯放疗组, 有统

用的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机制还有待于进

计学差异.

一步的研究.

随着X射线剂量的增大, 对于肝癌细胞的抑
制作用也愈大, 但是对正常肝细胞的损伤也愈
大, 同时也增加了放疗造成的全身免疫抑制作
用, 我们选用中等剂量(2.5 mg/L)的斑蝥酸钠维
生素B6联合X射线, 共同作用于肝癌细胞, 这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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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减少了放疗剂量, 在使用较小X射线照射剂量

3

的前提下提高了对肝癌细胞的抑制率, 如流式

4

细胞仪分析所示: 2.5 mg/L的斑蝥酸钠维生素B6
联合4 Gy的X射线作用于肝癌细胞24 h, 凋亡率
为28.95%, 明显高于4 Gy的X射线作用于肝癌细
胞24 h的凋亡率(10.10%), 在降低放射线剂量的
同时, 既达到了放疗效果, 同时也减轻了对正常

5
6

肝细胞的损伤.
桂尤胜 et al [11]报道斑蝥酸钠在体外作用于
人肝癌细胞系Bel-7402可诱导肝癌细胞的凋亡,

7

抑制肝癌细胞的生长增殖. 其作用机制可能是
诱导肝癌细胞发生了G2期阻滞. 房德芳 et al [12]

8

的研究表明: 斑蝥酸钠对于肝癌细胞HepG2有较

9

强的抑制作用. 陈昱明 et al [13]报道, 斑蝥酸钠注
射液配合放疗治疗中晚期恶性肿瘤(肺癌、鼻咽
癌、乳腺癌、食管癌等), 能提高治疗效果, 降低

10

放疗不良反应,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具有抗肿瘤
11

和免疫调节双重作用.
本实验的结果表明, 斑蝥酸钠维生素B6与X
射线联合作用的效果明显优于斑蝥酸钠维生素
B6或X射线单独应用对于肝细胞癌细胞HepG2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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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between Tiam1
expression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s
Ya-Juan Wang, Jie Hu, Hai-Yan Zhao, Hui-Xia Han

E-cadherin: 3.18, 2.27, 5.92, 0.00 and 0.61 vs 1.00;
vimentin: 6.08, 0.02, 0.35, 11.72 and 0.00 vs 1.00;
all P < 0.05). E-cadherin protein was moderately
expressed in the cytoplasm of HT29 cells, while
Tiam1 and vimentin proteins were not detectable in HT29 cells. Tiam1 and vimentin proteins
were moderately and strongly expressed in the
nuclei of LoVo cells, respectively, while E-cadherin protein was undetectable in LoVo cells.
HT29 cells had more surface projections, and
less cytoskeletal structures and spot-like actin
bodies than LoVo cells.

Key Words: Tiam1;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Colorectal carcinoma

Abstract

摘要
目的: 探讨Tiam1和EMT在不同转移能力的大
肠癌细胞中的关系.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Tiam1, E-cadherin
and vimentin mRNAs in six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s was detected by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The expression of Tiam1, E-cadherin
and vimentin proteins in LoVo and HT29 cells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cytoskeleton of LoVo and HT29 cells was observed
by Coomassie brilliant blue staining.
RESULT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iam1,
E-cadherin and vimentin mRNAs in SW620,
SW480/M5, HT29, LoVo and LS174T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SW480 cells
(Tiam1: 0.51, 7.67, 0.00, 0.36 and 0.06 vs 1.00;
www.wjgnet.com

大肠癌是发病率
非常高的恶性肿
瘤, 其侵袭和转移
是一个复杂过程.
近年研究Tiam1与
肿瘤的侵袭转移
有关, 而EMT被
看成导致肿瘤进
展的病理过程, 特
别是他与侵袭和
转移有关系. 本文
探 讨 了 Ti a m 1 和
EMT在不同转移
能力的大肠癌细
胞中的关系.

CONCLUSION: Tiam1 promotes the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rcinoma possibly by inducing
E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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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M :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iam1 (T-lymphoma invasion and metastasisinducing protein 1) expression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 in six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s with different metastatic
potential.

■背景资料

Wang YJ, Hu J, Zhao HY, Han HX. Correlation between
Tiam1 expression and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in human colorectal cancer cell lin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37-3341

方法: 用R e a l t i m e-RT P C R法分析Ti a m1
mRNA, Ecadherin mRNA和Vimentin mRNA
在6种大肠癌细胞系中的表达; 通过免疫组织
化学检测Tiam1, Ecadherin和Vimentin在LoVo
和HT29中的表达. 通过考马斯亮蓝染色观察
LoVo和HT29的细胞骨架.
结果: 在SW620, SW480/M5, HT29, LoVo和
LS174T中, Tiam1 mRNA的表达水平分别是
SW480的0.51, 7.67, 0.00, 0.36, 0.06倍, 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Ecadherin mRNA
的表达水平分别是SW480的3.18, 2.27, 5.92,
0.00, 0.61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Vimentin mRNA的表达水平分别是SW480的
6.08, 0.02, 0.35, 11.72, 0.00倍, 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 <0.05). 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显示LoVo
细胞的Tiam1表达呈阳性(++), Vimentin表达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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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肠癌侵袭研
究领域, Tiam1基
因和上皮细胞间
质转化(EMT)成
为近年研究热点.
大肠癌中高表达
Tiam1的细胞也高
表达Vimentin, 具
有更多的转移表
型, 同时Ecadherin
的表达减少, 发生
了E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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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阳性(+++), Ecadherin表达阴性(-); HT29细胞
的Ecadherin表达呈阳性(++), Tiam1和Vimentin
表达阴性(-). LoVo细胞质中丝网状的骨架蛋白
结构及点状肌动蛋白小体比HT29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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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Real-time RT-PCR检测大肠癌细胞系中
Tiam1, Ecadherin, Vimentin表达: 参照说明书, 用
TRIzol试剂常规提取细胞总RNA. 按照逆转录试
剂盒操作程序进行逆转录反应. 反应总体系为20
μL, 其中样品总RNA 2 μL, 5×Prime Script 4 μL,

结论: Ti a m1促进大肠癌转移的机制可能与
EMT发生有关.

PrimeScriptTM RT Enzyme MixⅠ1 μL, Random 6

关键词: Tiam1基因; 上皮-间质转化; 大肠癌

37℃反应15 min, 85℃灭活5 s. 看家基因GAPDH

王雅娟, 胡洁, 赵海燕, 韩慧霞. Tiam1与大肠癌细胞EMT的关

mers 1 μL, Oligo dT Primer 1 μL, DEPC水11 μL.
为内对照. 通过相对荧光定量PCR方法, 同时对

系.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2): 3337-3341

Tiam1, Ecadherin, Vimentin和GAPDH进行检测,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337.asp

计算出不同样本的Tiam1, Ecadherin, Vimentin的
相对表达量. 采用Primer 5.0设计引物, Tiam1的
上游引物为5'-AAGACGTACTCAGGCCATGT

0 引言
Tiam1基因(T lymphoma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是从鼠T淋巴瘤中克隆出来的基因, 全称T淋巴
瘤侵袭转移诱导因子1 [1]. 近年有研究显示其在
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中呈阳性表达并与肿瘤侵
袭转移密切相关, 结肠癌中高表达Ti a m1的细
胞也高表达Vimentin, 具有更多的转移表型, 同
时Ecadherin的表达减少[2]. Ecadherin的表达减
少时可破坏细胞间的黏附作用, 使细胞获得易
于侵袭和转移的特性, 其表达的丢失已被认为
是上皮细胞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最显著的特征[3]. 通过前期实验,
我们得出Tiam1与大肠癌的分化和转移有关, 其
[4]

促进大肠癌转移的机制可能与EMT发生有关 .
在本研究中, 我们通过观察Tiam1, Ecadherin和
间充质细胞标志Vimentin[5]在不同转移能力的大
肠癌细胞系中的表达, 探讨Tiam1和EMT在不同
转移能力的大肠癌细胞中的关系.

CC-3', 下游引物为5'-GACCCAAATGTCGCAG
TCAG-3', 产物长度为252 bp; Ecadherin的上游
引物为5'-CGGTGGTCAAAGAGCCCTTA-3', 下
游引物为5'-TGAGGGTTGGTGCAACGTCGTT
A-3', 产物长度为170 bp; Vimentin的上游引物为
5'-TGAGTACCGGAGACAGGTCGAG-3', 下游
引物为5'-TAGCAGCTTCAACGCAAAGTTC-3',
产物长度为119 bp; GAPDH上游引物为5'-ACA
GTCAGCCGCATCTTCTT-3', 下游引物为5'-GA
CAAGCTTCCCGTTCTCAG-3', 产物长度为259
bp. 应用Mx3000P定量PCR仪(Stratagene)进行
Real-time PCR实验, 反应条件为95℃ 5 s, 60℃
20 s, 72℃ 10 s, 40个循环. 以Folds = 2-ΔΔCt表示实
验组与对照组目的基因表达的倍数比关系, 公
式如下ΔΔCt = [Ct(target gene)-Ct(GAPDH)]实验
组-[Ct(target gene)-Ct(GAPDH)]对照组[7]. 重复
3次实验, 计算平均值. 我们发现SW480的各项
指标表达量居中, 考虑到统计结果的直观性, 选

1 材料和方法

择SW480为对照组, SW620, SW480/M5, LoVo,

1.1 材料 RPMI 1640培养基购自莱德尔生物公

HT29, LS174T为实验组.

司; 新生牛血清购自吉泰公司; TRIzol试剂购自

1.2.3 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大肠癌细胞Tiam1,

南京凯基公司; Reverse Transcription System试剂

Ecadherin, Vimentin的表达: 制作细胞爬片, 950

盒、SYBR Premix ExTaq 试剂盒购自TaKaRa

mL/L乙醇固定10 min, 余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公司; Tiam1、Ecadherin、Vimentin和GAPDH引

Tiam1, Ecadherin, Vimentin抗体工作浓度均为

物由上海英骏公司合成; 浓缩型兔抗人Tiam1多

1∶100, DAB显色, 苏木素复染, 中性树脂封固.

克隆抗体购自Santa Cruz公司.

以PBS液取代一抗作阴性对照. 以棕黄色为阳性

1.2 方法

信号, 按照染色深浅, 分为阴性(-)、弱阳性(+)、

1.2.1 细胞培养: 人大肠癌细胞系S W480、

阳性(++)和与强阳性(+++), 棕黄色越深代表阳

SW620、SW480/M5、LoVo、HT29、LS174T

性越强.

为本室冷冻保存, 其中SW480/M5为本科室前期

1.2.4 考马斯亮蓝染色观察大肠癌细胞骨架: 培

筛选的具有高选择性肝脏转移特性的SW480亚

养细胞爬片, PBS洗涤3次, 每次5 min, 950 mL/L

TM

[6]

系 ; 采用含20%新生牛血清的RPMI 1640培养

乙醇固定10 min后PBS洗涤3次, 4 min/次, 1.5%

基, 至37℃、50 mL/L CO2培养箱内培养.

Triton振荡洗涤3次, 每次8 min, PBS洗涤3次, 每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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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细胞总RNA琼脂糖
凝胶电泳. 1: SW480; 2:
SW620; 3: M5; 4: HT29; 5:
LoVo; 6: LS174T.

28S
18S

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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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荧光定量PCR检测大肠癌细胞系中Tiam1, Ecadherin
和Vimentin的表达.

次5 min, 考马斯亮蓝染液染色40 min, PBS洗去多
余的染液, 空气干燥, 二甲苯透明, 中性树脂封片.
统计学处理 采用S P S S13.0统计软件包进
行处理, Real-time RT-PCR的结果采用非参数
Kruskal-Wallis H检验, 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6种大肠癌细胞总RNA的提取 细胞总RNA琼
脂糖凝胶电泳可见清晰的28S、18S条带(图1).
2.2 Tiam1, Ecadherin, Vimentin在各细胞系中的
表达 细胞总mRNA经逆转录成cDNA后, 进行
Real-time PCR检测. 通过对获得的样本Ct值进
行相对定量计算分析, 结果发现SW620, SW480/
M5, HT29, LoVo和LS174T中Tiam1 mRNA的
表达水平分别是SW480的0.51, 7.67, 0.00, 0.36,
0.06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SW620,
SW480/M5, HT29, LoVo和LS174T中Ecadherin
mRNA的表达水平分别是SW480的3.18, 2.27,
5.92, 0.00, 0.61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SW620, SW480/M5, HT29, LoVo和LS174T中Vimentin mRNA的表达水平分别是SW480的6.08,
0.02, 0.35, 11.72, 0.00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图2).
2.3 细胞免疫组织化学结果 LoVo细胞的Tiam1
表达呈阳性(++), Vimentin表达呈强阳性(+++),
都定位于胞质, Ecadherin表达呈阴性(-); HT29细

和运动以及信号传导都有重要作用, 并能够诱
导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 其在肺癌、乳腺癌、
卵巢癌、喉癌、结肠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组织中
呈阳性表达并与侵袭转移密切相关. 侵袭能力
强的人大肠癌细胞株, 其Tiam1的表达高于侵袭
能力弱的人大肠癌细胞株, Tiam1基因沉默的人
大肠癌细胞株, 其体外生长及侵袭能力均被抑
制, 肿瘤转移率明显降低, 大肠癌细胞向肺及肝
转移的能力均被抑制[8-9].
EMT是指上皮细胞在特定的生理和病理情
况下向间充质细胞转分化的现象, 2003年的第
一届关于EMT的Boden国际会议提出形态学和
侵袭运动方面的4个标准来判断细胞是否发生
了EMT: (1)细胞极性的丧失; (2)伸长的细胞形
态; (3)出现丝状伪足; (4)侵袭运动性[10]. EMT被
看成导致癌症进展的病理过程, 特别是他与侵
袭和转移有关系. 发生EMT时, 上皮细胞极性丧
失, 与周围细胞和基质的接触减少, 细胞间的黏
附和相互作用减少, 而细胞迁移和运动的能力
增强, 同时细胞表型发生改变, 丧失了上皮表型,
如Cytokeratin, Ecadherin的逐渐丧失, 而获得间
质表型, 如Vimentin, Fibronectin, α-SMA的表达
等. 其中Ecadherin表达的丢失已被认为是EMT
最显著的特征.
本研究通过Real-time RT-PCR检测6种大肠
癌细胞Tiam1, Ecadherin, Vimentin的表达. 一般

胞的Ecadherin表达呈阳性(++), 定位于胞膜上,

来源于肿瘤转移灶的细胞系, 其侵袭转移能力

Tiam1和Vimentin表达阴性(-)(图3).

在体外高于原发灶来源的细胞系. 其中SW480,

2.4 考马斯亮蓝染色观察细胞骨架蛋白 LoVo细

HT29和LS174T来源于肿瘤原发病灶, 其侵袭转

胞为长梭形或星芒状, 两端有较长较细的突起,

移能力较弱; SW620和LoVo来源于大肠癌患者

细胞质内可见骨架蛋白成蓝色丝网状结构, 胞

的淋巴结转移灶, 侵袭转移能力强; SW480\M5

核周围可见点状肌动蛋白小体, HT29细胞大多

是本实验室前期利用裸鼠体内连续传代的方法

呈椭圆形, 细胞质少, 丝网状的骨架蛋白结构及

从SW480细胞系中筛选出具有肝转移倾向的亚

点状肌动蛋白小体少(图4).

克隆细胞系SW480/M5, 也具有较强的侵袭转移
能力.

3 讨论
近年研究显示Tiam1对于控制细胞形态、黏附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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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L o Vo细胞在高表达Vi m e n t i n的
同时, Ecadherin的表达量是SW480的0.00倍, 表

Ti a m 1 和 E M T 与
肿瘤的侵袭转移
有关已被广泛认
识, 以往的研究显
示侵袭能力强的
人大肠癌细胞株,
其Tiam1的表达高
于侵袭能力弱的
人大肠癌细胞株,
发生EMT时, 肿瘤
细胞侵袭转移能
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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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关于Tiam1和
EMT在大肠癌侵
袭转移中的共同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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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Tiam1, Ecadherin和Vimentin在大肠癌细胞中的表达, 棕色为阳性信号. A: LoVo/Tiam1; B: LoVo/
Ecadherin; C: LoVo/Vimentin; D: HT29/Tiam1; E: HT29/Ecadherin; F: HT29/Vimentin.

A

步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结果与P C R检测结果

B

一致. 同时我们通过考马斯染色观察这两种细
胞的骨架蛋白, 发现LoVo细胞很符合细胞发生
EMT时的形态特征, HT29正相反. 进一步证实
LoVo的细胞形态利于其侵袭转移, HT29的细胞
形态不利于其侵袭转移.
图 4 考马斯亮蓝染色观察细胞骨架蛋白. A: LoVo细胞; B:
HT29细胞.

示几乎不表达, 符合细胞发生E M T时的特征.
在H T29和S W480/M5中, Vi m e n t i n表达很低,
Ecadherin表达高, 与EMT的特征相反. 但是另3
种细胞并不属于以上两种情况. EMT能促进肿
瘤的侵袭转移, 我们推测LoVo细胞较强的侵袭
转移能力可能与EMT有关, 虽然SW480/M5也

我们认为在LoVo和HT29中Tiam1促进大肠
癌转移的机制可能与E M T发生有关. 但是, 在
SW480, SW620, SW480/M5和LS174T这几种细
胞中, 我们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趋势, 我们推测,
只有一部分大肠癌细胞的侵袭转移是Tiam1通
过EMT促进的, 还有一部分与此并没有关联. 文
献报道Tiam1是Rac1的特异性鸟苷酸转换因子
(GEF), 被活化后通过促进GDP释放而促进GTP

具有较强的侵袭转移能力, 但是其表现出了与

结合到Rho家族成员中[12-13], Rac1被激活, Rho

EMT相反的特征, Vimentin表达很低, 有文献报

样小G T P酶通过改变肌动蛋白细胞骨架的组

道Vimentin基因的甲基化有利于结肠癌细胞通

成而参与大量的细胞活动. 例如促进细胞运动

过腹腔播散或是发生肝脏转移

[11]

, S W480/M5

和迁移, 参与基因表达调控、细胞增殖与凋亡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与Vimentin甲基化有关, 其

等[14-15]. 至于Tiam1是不是通过Rho通路促进肿

侵袭转移能力可能与EMT无关. HT29表现出了

瘤细胞E M T的发生, 这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与EMT相反的特征, 符合非EMT细胞其侵袭转

然而近年有研究指出, Tiam1通过调节Rac的活

移能力较弱的观点. 那么, Tiam1与大肠癌细胞

性维持A J, 癌蛋白S r c可诱导A J分解进而发生

EMT有无关联呢? 我们发现LoVo高表达Tiam1,

EMT, 导致细胞运动, 但这个过程需要Rac活化

而H T29几乎不表达T i a m1, 这与我们推测的

剂Ti a m1的局部磷酸化及分解 [16]. 本实验只发

Tiam1可能通过使肿瘤细胞发生EMT增强其运

现在LoVo和HT29这2种大肠癌细胞中Tiam1可

动能力, 促进其转移的观点相符合. 但是在另外

能是通过EMT促进肿瘤侵袭转移, 其余的大肠

的4种细胞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 因此,

癌细胞会不会是Tiam1的局部磷酸化及分解后,

我们推测Tiam1通过EMT促进LoVo和HT29这两

Src诱导的AJ分解进而发生EMT也需要进一步

种细胞的侵袭转移. 我们选择这两种细胞进一

研究.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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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肿瘤睾丸抗原Ropporin重组蛋白的原核表达及其多克
隆抗体的制备
尹燕华, 李占飞, 邹声泉

■背景资料

肿瘤细胞可通过
各种机制逃逸机
体的免疫监控, 其
中重要机制之一
是肿瘤抗原表达
具有极强的异质
性: 多数肿瘤抗原
仅表达于一个肿
瘤内的部分肿瘤
细胞, 导致大部分
肿瘤疫苗仅能激
发机体仅针对部
分肿瘤细胞的免
疫反应, 难以有效
抑制整个肿瘤. 因
此, 寻找更多的肿
瘤抗原有助于根
据肿瘤抗原表达
情况制备特异性
肿瘤疫苗或多价
疫苗进行免疫治
疗, 以进一步提高
免疫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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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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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 To prepare human ropporin (a novel
cancer/testis antigen) recombinant protein using
a prokaryotic expression system and generate its
rabbit polyclonal antisera.
METHODS: The full-length cDNA of the human
ropporin gene was subcloned into the pQE30
vector and transformed into competent Escherichia coli (E.coli) JM109 cells. After transformed
E.coli was induced using IPTG (isopropyl β-D1-thiogalactopyranoside), human recombinant

ropporin protein was extracted, purified by
Nickel sepharose affinity chromatography, and
verified by sodium dodecyl sulfate-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SDS-PAGE). Rabbits
were immunized with the purified protein to
prepare antisera. The specificity of antisera was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SDS-PAGE analysis showed that a
protein with similar molecular weight to mouse
popporin protein was purified from transformed
E.coli. Western blot using anti-His tag monoclonal antibody showed that the prepared protein
contained a His-tag. Polyclonal antisera were
successfully generated by immunization of rabbits with human recombinant ropporin protein.
The titers of antisera were more than 1∶512 000.
Western blot analysis confirmed the specificity
of the antisera obtained.
CONCLUSION: Human recombinant ropporin
protein was successfully prepared using a prokaryotic expression system, and its rabbit polyclonal antisera were also successfully generated.
The antisera obtained can b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ropporin protein in various types
of tumors and investigate its role in malignant
processes.
Key Words: Ropporin; Cancer/testis antigen;
Prokaryotic expression
Yin YH, Li ZF, Zou SQ. Prokaryotic expression of
ropporin and generation of its rabbit polyclonal antiser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42-3345

摘要
目的: 构建新肿瘤睾丸抗原Ropporin原核表达
载体, 表达和纯化人Ropporin重组蛋白, 并制
备其兔抗血清.
方法: 人Ropporin全长cDNA克隆入pQE30载
体, 在大肠杆菌中利用IPTG诱导表达并纯化
人Ropporin重组蛋白. 利用人Ropporin重组蛋
白免疫兔, 制备人Ropporin多克隆抗体.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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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以构建的pQE30-Ropporin质粒转化大肠
杆菌后, 在IPTG诱导下表达和纯化得到相对
分子质量与鼠Ropporin蛋白一致的蛋白质, 利
用其免疫动物后, Western blot检测显示该蛋
白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 制备的兔抗血清效价
>1∶512 000, 对该蛋白具有高度特异性.

CTC AGA CAG ATA AGC-3'; 3'引物: 5'-ATG

结论: 利用大肠杆菌原核表达系统表达和纯
化了人Ropporin重组蛋白, 并成功制备了人
Ropporin多克隆抗体.

100 mg/L的LB培养平皿中, 于37℃培养过夜. 挑

关键词: Ropporin; 肿瘤睾丸抗原; 原核表达; 多克
隆抗体
尹燕华, 李占飞, 邹声泉. 新肿瘤睾丸抗原Ropporin重组蛋白的
原核表达及其多克隆抗体的制备.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2): 3342-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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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肿瘤免疫治疗是一种极有潜力的治疗方法, 近
年来在肿瘤研究领域受到广泛关注. 肿瘤-睾丸
抗原(cancer-testis antigen, CTA)是一类仅表达于
生殖细胞和肿瘤组织而不表达于其他正常组织
的蛋白. 由于他们具有高度免疫原性和特异性,
被认为是肿瘤免疫治疗的理想靶点[1-2]. Ropporin
是一种特异性表达于精子鞭毛鞘的蛋白, 不表
达于其他正常成人组织中 [3-4]. 我们前期研究发
现R o p p o r i n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是一种新
CTA[5]. 但他是否表达于其他类型恶性肿瘤, 以
及他与肿瘤恶性生物学特征之间的关系, 目前
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利用大肠杆菌系统

GAT CCG TTA CTC CAG CCA AAC CCT G-3'.
10 g/L琼脂糖凝胶电泳, 回收Ropporin目的片段
和酶切的pQE30线性载体. 回收产物在T4 DNA
连接酶的作用下连接, 产物转化感受态E.c o l i
JM109菌株(CaCl2法制备), 涂布于含氨苄青霉素

Ropporin是近年
新发现的一种肿
瘤睾丸抗原. 本研
究制备其多克隆
抗体, 以便于进一
步研究其在肿瘤
生物学行为中的
作用.

鉴定. 鉴定阳性质粒送测序证实.
1.2.2 人R o p p o r i n重组蛋白的诱导表达: 将经
鉴定正确含p Q E30-R o p p o r i n原核表达载体的
JM109菌接种于含氨苄霉素的LB液体培养基内,
转化pQE30的细菌为对照. 培养至A 600 = 0.6. 分
别加IPTG使其终浓度达到0、0.5、1 mmol/L,
在37℃诱导培养. 将诱导菌液置于冰上5 m i n,
10 000 g 离心30 s, 收集沉淀, 以0.1 mol/L TrisCL(pH6.8)悬浮, 再加入等体积2×SDS上样缓冲
液, 煮沸3 min后离心取上清. 样品以12% SDSPAGE电泳, 考马斯亮蓝染色观察. 同样处理另
一块胶电泳完毕转移至PVDF膜, 3% BSA封闭,
以兔抗鼠His单克隆抗体为一抗, 鼠抗兔IgG为二
抗, Western blot检测人Ropporin重组蛋白.
1.2.3 人Ropporin重组蛋白的大量制备: 用2 L的
LB培养基于37℃培养, 在菌液浓度A 600值约0.5
时, 加入IPTG至终浓度为1 mmol/L, 37℃继续
培养4 h收获菌体. 将菌体反复冻融3次后, 以0.1
mol/L的Tris-CL缓冲(pH7.6)重悬菌体, 超声破碎
菌体, 离心. 分别收集沉淀和上清, SDS-PAGE胶
分析, 发现融合蛋白在沉淀中. 沉淀重悬于含6
mol/L尿素的Tris-HCL缓冲液中, 镍柱亲和层析

抗血清, 以利于进一步研究Ropporin在各种肿瘤

纯化重组蛋白, 蛋白分析试剂盒测定纯化蛋白
浓度, SDS-PAGE分析蛋白纯度.

行为中的作用.

1.2.4 抗人Ropporin兔血清的制备和纯化: 取体

1 材料和方法

取血分离血清作为阴性对照. 初次免疫时, 每只

1.1 材料 pGADT7-Ropporin质粒、pQE30载体、

新西兰兔背部皮下多点注射2 mL经完全弗氏佐

JM109为本室保存. 凝胶回收和DNA连接试剂盒

剂乳化的纯化融和蛋白(0.5 g/L). 2 wk后以1 mL

均购自美国Qiagen公司, 工具酶Bam HⅠ和Hin d

不完全弗氏佐剂乳化的融合蛋白纯品进行第2

Ⅲ购自美国Promega公司. PCR引物由美国Sigma

次免疫, 方法同前. 以后每隔2 wk重复免疫1次,

公司合成. 鼠Ropporin重组蛋白为日本Kyoto大

剂量、方法均与第2次免疫相同. 免疫3次后, 耳

学药理学系Shuh Narumiya惠赠.

缘静脉采血做多克隆抗体ELISA法效价分析. 效

1.2 方法

价符合要求(要求至少大于1∶128 000)后, 再加

1.2.1 pQE30-Ropporin重组质粒的构建: 以PCR

强免疫1次. 加强免疫后3 d, 颈总动脉插管法取

自pGADT7-Ropporin质粒中扩增Ropporin全长

血, 离心收集血清并纯化, 常规ELISA方法检测

cDNA片段, 两端分别加上Bam HⅠ和Hin dⅢ酶

兔抗血清效价. -80℃保存备用.

切位点. Ropporin 5'引物: 5'-GCG AAT TCA TGG

1.2.5 多克隆抗体特异性鉴定: 人和鼠Ropporin

www.wjgnet.com

■研发前沿

取单菌落抽提质粒, 用Bam HⅠ和Hin dⅢ双酶切

原核表达Ropporin重组蛋白, 并用其免疫兔制备
中蛋白质水平表达和他在肿瘤细胞恶性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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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4 kg的♂新西兰兔2只, 免疫前3 d耳缘静脉

■应用要点

本研究制备的
Ropporin抗体有
助于进一步研究
Ropporin在各种
肿瘤中的表达情
况, 以及他在肿瘤
恶性生物学行为
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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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SDS-PAGE电泳检测人Ropporin重组蛋白. M: 蛋白质
分子量Marker; 1: 人Ropporin重组蛋白; 2: 鼠Ropporin重组
蛋白.

图 3 Western blot鉴定人Ropporin多克隆抗体. M: 蛋白质
分子量Marker, 同时可作为阴性对照; 1: 鼠Ropporin重组蛋白;
2: 人Ropporin重组蛋白.

监控, 其中重要机制之一是肿瘤抗原表达具有
极强的异质性: 不仅不同患者的肿瘤抗原表达

M

1

2

谱各不相同, 同一患者肿瘤细胞的抗原表达也
存在差异, 多数肿瘤抗原仅表达于一个肿瘤内
Ropporin

的部分肿瘤细胞. 这就导致大部分肿瘤疫苗仅
能激发机体仅针对部分肿瘤细胞的免疫反应,
难以有效抑制整个肿瘤. 因此, 寻找更多的肿瘤

图 2 Western blot鉴定人Ropporin重组蛋白. M: 蛋白质分
子量Marker; 1: 鼠Ropporin重组蛋白; 2: 人Ropporin重组蛋白.

蛋白行SDS-PAGE电泳后转移至PVDF膜, 3%
BSA封闭, 以兔抗血清为一抗(1∶5000稀释于封
闭液), 鼠抗兔IgG为二抗, Western blot检测兔抗
血清的特异性.
2 结果
2.1 成功制备人Ropporin重组蛋白 SDS-PAGE电
泳显示制备得到与鼠Ropporin重组蛋白相对分
子质量一致的蛋白(图1). 以His抗体进行Western
blot检测显示, 制备的蛋白与鼠Ropporin重组蛋
白均携带His标签(图2). 以上结果提示成功制备
得到人Ropporin重组蛋白.
2.2 成功制备人R o p p o r i n多克隆抗体 利用人
Ropporin重组蛋白免疫兔, 我们成功地制备了人
Ropporin多克隆抗体. ELISA检测显示抗体效价

抗原, 并深入研究肿瘤抗原与恶性肿瘤生物学
特征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根据肿瘤抗原表达情
况, 选择既高表达又与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密
切相关的抗原, 制备特异性肿瘤疫苗或多价疫
苗进行免疫治疗[2], 以进一步提高免疫治疗效果.
人Ropporin是一个由212个氨基酸组成的蛋
白, 属于Rho家族, 与Rophilin结合而参与G蛋白
信号传导[3-4]. 在人类, 其编码基因定位于3q21.1.
人与鼠Ropporin蛋白具有高度同源性(94%), 两
者相对分子量基本一致. 最初的研究发现他主
要存在于精子鞭毛的纤维鞘中, 在精子运动中
起重要作用. 他主要表达于生殖系统和胚胎组
织中而不表达于成人正常组织.
我们前期研究发现, Ropporin表达于多种血
液系统肿瘤细胞, 并且在血液系统肿瘤患者的
血清中可检测到Ropporin特异性IgG抗体, 说明
Ropporin能诱发机体特异性免疫反应. 他特异
性表达于睾丸组织和肿瘤组织而不表达于其他

>1∶512 000. Western blot显示制备的抗体对人

正常组织, 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肿瘤-睾丸抗

Ropporin重组蛋白具有特异性, 与鼠Ropporin重

原[5]. 进一步研究发现, 他在人原发性肝细胞癌

组蛋白也具有交叉反应(图3).

组织中也存在mRNA水平的表达(前期研究, 结

3 讨论
由于CTA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 其表达又具有高
度特异性(仅表达于肿瘤和生殖细胞, 由于生殖

果未发表), 提示他在肝癌中可能是一种新的
CTA.
目前, 关于Ropporin生物学功能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他在精子运动和精子发生中的作用[10-11],

系统的免疫豁免, 不会引起针对其他正常组织

尚未见他在肿瘤细胞恶性生物学行为中的作用

的免疫反应), 他被认为是肿瘤免疫治疗的理想

的报道. 肿瘤细胞在其发生、分化等方面与生

靶点. 目前已在多种肿瘤中发现40余种CTA, 包

殖细胞具有高度相似性, 肿瘤细胞中常出现精

括MAGE1、NY-ESO-1和SP17等[1-2,6-9]. 在美国,

子发生和胚胎发育中特异表达基因(不表达于正

已有多项利用肿瘤-睾丸抗原进行肿瘤免疫治疗

常成人组织)的异常表达, 这些基因可能在肿瘤

的研究得到FDA批准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但这

细胞的恶性生物学行为中起重要作用[1,12].

些研究均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究其原因,

Ropporin氨基端40个氨基酸序列与cAMP依

在于肿瘤细胞可通过各种机制逃逸机体的免疫

赖性蛋白激酶(cAMP-dependent protein kinase,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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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A)Ⅱ型调节亚单位(RⅡ)有高度同源性. 在精
子中, Ropporin与AKAP110结合, 在精子运动中

4

起重要作用. 用合成肽竞争性拮抗其结合后可
导致实验动物不育[3-4]. Ropporin的羧基端可以与
Rhophilin羧基末端的PDZ域结合而与RhoA相互
作用, 提示Ropporin可能与RhoA结合而参与Rho

5

[4]

介导的信号通路 .
Rho是癌基因Ras同源体(ras homogenous,
Rho), 属于Ras超家族成员. Rho家族成员绝大部
分是具有G T P酶活性的小分子蛋白, 在细胞迁
移、细胞骨架重组、细胞黏附、基因表达调控
等多种重要的生物学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已

6

7

有研究提示Rho在多种肿瘤(包括肝癌、乳腺癌
和结肠癌等)的侵袭和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13-15].

8

目前关于Ropporin的研究刚刚起步, 国际上
已有一些实验室制备了针对鼠Ropporin蛋白的
多克隆抗体, Western blot显示其与人Ropporin
蛋白存在交叉反应. 但尚无商品化Ropporin抗
体问世, 限制了对他的表达谱和在肿瘤恶性生

9

10

物学行为中的作用的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利用
PQE30大肠杆菌原核表达系统成功制备和纯化
了Ropporin重组蛋白, 并免疫兔成功制备多抗血

11

清. Western blot检测显示, 目的蛋白准确, 制备
的抗体具有很强的特异性. 这将有助于深入研

12

究Ropporin在各种肿瘤组织中蛋白质水平的表
达和生物学功能, 为研究其应用于恶性肿瘤的

13

免疫治疗奠定实验基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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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FIG-1在化疗耐药转移性结肠癌中的疗效
林榕波, 范南峰, 陈 玲, 刘 捷

■背景资料

在我国人群中结
直肠癌的死亡率
是17.4/10万, 是癌
症死亡原因的第5
位. 晚期结直肠癌
的治疗是以期达
到延长生存期, 提
高生活质量的姑
息治疗为目的, 化
疗较最佳支持治
疗无论是延长生
存时间还是提高
生活质量都有显
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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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 M :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gemcitabine plus FOLFOX followed by
subcutaneous granulocyte 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and interleukin-2 (GOLFIG-1
regimen) in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refractory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同行评议者

何超, 教授, 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
邵逸夫医院肛肠
外科

METHODS: The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refractory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were
given gemcitabine, oxaliplatin, levofolinic acid,
and 5-fluorouracil, followed by subcutaneous
granulocyte 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and interleukin-2. Each cycle lasted for 14
days.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survival.
RESULTS: A total of 9 patients were enrolled,

of which 2 could not be evaluated because of
early death or refusal of treatment. No complete
response was observed. Partial response was observed in 1 patient, stable diseases in 4, and progressive disease in 2. The median survival was
91 days (range: 23-325 days). Two patients with
interstitial pneumonitis (considered as clinical
signs of autoimmunity) had longer survival (325
and 250 days, respectively) than other patients.
CONCLUSION: GOLFIG-1 regimen is effective
in patients with chemotherapy-refractory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especially in those suffering from autoimmune disorders.
Key Words: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Gemcitabine; Granulocyte 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Interleukin-2; Chemoimmunotherapy
Lin RB, Fan NF, Chen L, Liu J. Chemoimmunotherapy of
chemotherapy-refractory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with
gemcitabine plus FOLFOX followed by subcutaneous
granulocyte 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and
interleukin-2.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46-3350

摘要
目的: 评估GOLFIG-1在化疗耐药晚期结直肠
癌患者中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选择化疗耐药的晚期结直肠癌患者, 先
予吉西他滨、奥沙利铂、亚叶酸和氟尿嘧啶
化疗, 随后予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
IL-2治疗, 每14 d为1周期. 研究的主要终点是
生存时间.
结果: 9例患者入组, 早期出组和早期死亡各1
例, 无完全缓解病例, 1例部分缓解, 4例稳定, 2
例进展. 中位生存时间为91 d(23-325 d). 2例出
现间质性肺炎(考虑为自身免疫的临床症状)
患者的生存时间(325 d和250 d)明显优于其他
患者.
结论: GOLFIG-1方案在化疗耐药患者中是有
效的, 特别在那些出现自身免疫的患者中.
关键词: 晚期结肠癌; 吉西他滨; 粒细胞巨噬细胞集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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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刺激因子; 白介素-2; 化学免疫治疗

1.2 方法

■研发前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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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治疗: 先给予吉西他滨1000 mg/m , 静脉
滴注30 m i n, 第1天, 然后依次给予亚叶酸200
mg/m2, 静脉推注30 min, 第1、2天, 氟尿嘧啶
400 mg/m2, 静脉推注, 第1、2天, 氟尿嘧啶800
mg/m2, 持续静脉滴注22 h, 第1、2天, 奥沙利铂

0 引言
在我国人群中结直肠癌的死亡率是17.4/10万,
是癌症死亡原因的第5位[1]. 目前, 氟尿嘧啶、亚
叶酸联合伊立替康或奥沙利铂, 或再联合抗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单抗(贝伐单抗)或抗表皮生长
因子受体单抗(西妥昔单抗、帕尼单抗)是晚期
结直肠癌的最佳治疗方式 [2-7], 这使得晚期结直
肠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延长到18 mo以上. 但大
多数患者仍将最终死于对化疗的耐药. 因此, 需
要有更多新的有效方案来治疗化疗耐药的晚期
结直肠癌. 传统的观念认为化疗导致的细胞死
亡是一种凋亡过程, 没有免疫原性. 但近来资料
提示, 某些化疗方案可以激活免疫系统, 从而搭
起一个全新的癌症治疗平台[8]. 由吉西他滨、奥

85 mg/m2, 在亚叶酸和氟尿嘧啶前静脉滴注4-6
h, 第2天, 14 d为1周期. 在单数周期中, 粒细胞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150 μg, 皮下注射, 第3-6
天, IL-2 100万单位, 静脉滴注, 第7-14天. 在偶数
周期中, 仅接受IL-2 100万单位, 静脉滴注第3-14
者继续使用原方案, 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不能
耐受不良反应或患者拒绝再使用.
1.2.2 疗效和不良反应评价: 疗效评价按WHO疗
效评价标准执行, 但是考虑到患者为化疗耐药
的晚期患者, 生存时间短, 且多为行动不便患者,
故没有要求进行疗效确认. 同时也将观察的主
要终点定为生存时间. 疾病无进展时间被定义
为从入组之日开始至在肿瘤评估中首次证实疾

在离体人结肠癌细胞株研究中发现, 他们不仅

病进展之日之间的时间, 生存时间被定义为从

有协同的细胞毒作用和促进凋亡作用, 还能导

入组之日开始至任何原因导致死亡之日之间的

致肿瘤细胞分子和抗原的改变

, 这就使化学

免疫治疗成为可能. 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

时间. 不良反应评估按NCI-CTCAE v3.0分级标
准执行.

因子和IL-2组成的IG-1方案可以增加外周血树

统计学处理 采用Kaplan-Meier方法进行生

突状细胞和抗原特异性细胞毒T淋巴细胞的数

存分析, 有效率的置信区间计算使用精确二项

量和活性[11], 使经GOLF改造过的抗原可以通过

置信区间. 统计分析利用SPSS16.0统计软件包

外周血树突状细胞递呈给特异性细胞毒T淋巴

进行处理.

细胞, 从而杀伤对化疗耐药的肿瘤细胞, 此即为
GOLFIG-1方案[12-13]. 本研究评估这个全新的治
疗模式在多药耐药晚期结直肠癌患者中的疗效

2 结果
2.1 患者特征 2008-01/2009-02共有结肠癌患者

和毒性.

9例进入本研究. 患者特征详见表1. 患者年龄

1 材料和方法

例(44.4%). 大多数患者组织学分化程度较差

1.1 材料 患者年龄在18岁以上; 组织学证实为结

(77.8%为G3/4). 5例(55.6%)患者累及脏器数为

肠或直肠腺癌; 接受过氟尿嘧啶、奥沙利铂和伊

1个, 其余4例(44.4%)至少有3个以上的累及脏

立替康化疗后进展者(肠梗阻患者允许没有使用

器. 最常见的累及部位为淋巴结(共5例, 占总患

过伊立替康); 有不能手术切除的转移灶, 并且转

者的55.5%), 其次为腹膜和肝脏(各4例, 各占总

移灶至少有单个病灶最大单径测量≥20 mm(若

患者的44.4%). 7例患者接受过结肠癌手术. 3

螺旋CT≥10 mm); 东部肿瘤合作组织行为状态

例患者接受过氟尿嘧啶、亚叶酸和奥沙利铂

评分(ECOG PS)≤3; 有充分的肝肾功能和血液

(FOLFOX)治疗, 因肠梗阻和经济原因无法接受

学功能. 排除标准是有第二肿瘤者、有神经病变

含伊立替康方案或含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单抗

者、有脑或脑膜侵犯者、有自身免疫性疾病者

方案, 而直接进入此研究.

(如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病等)、正

2.2 不良反应 9例患者共接受了25个治疗周期,

在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者(如器官移植使用环孢

中位周期数为2个(1-6个). 治疗期间的主要不良

菌素者). 所有患者必须签署知情同意书.

反应详见表2.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1、2度发

www.wjgnet.com

对于氟尿嘧啶、
伊立替康和奥沙
利铂均耐药的晚
期结直肠癌的治
疗还相当困难. 目
前多数指南推荐
的标准治疗是抗
表皮生长因子受
体单抗(西妥昔单
抗或帕尼单抗)单
药或联合化疗, 但
其疗效并不理想.
因此, 需要有更多
新的有效方案来
治疗化疗耐药的
晚期结直肠癌.

天. 每2周期进行1次疗效评价, 疗效有效或稳定

沙利铂、氟尿嘧啶和亚叶酸组成的GOLF方案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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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5(中位年龄45)岁, 其中男5例(55.6%), 女4

■相关报道

抗表皮生长因子
受体单抗单药或
联合化疗治疗氟
尿嘧啶、伊立替
康和奥沙利铂均
耐药的晚期结直
肠癌疗效并不理
想. Correale et al
用本方案治疗晚
期结直肠癌疗效
好. 特别是在出
现自身免疫临床
症状(皮损和关节
炎)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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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病例均
为接受过氟尿嘧
啶、奥沙利铂和
伊立替康化疗, 并
在化疗中进展.
GOLFIG-1方案在
此类化疗耐药患
者中仍有效, 特别
在出现自身免疫
临床症状(间质性
肺炎)的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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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第几线化疗

疗效

生存时间(d)

患者特征和治疗结果

患者编号

性别

年龄(岁)

PS

既往接受过的化疗药物
1

1

男

65

1

FU 、OXA、IRI		

3

SD

250

2

女

33

3

FU1、OXA、IRI、CET		

4

SD

125

3

男

47

1

FU1、OXA、IRI、CET		

4

PD

42

4

男

51

3

FU、OXA、IRI			

2

早期死亡

23

5

女

45

2

FU、OXA、IRI、CET		

3

PR

325

6

女

42

3

FU、OXA			

2

SD

157

7

女

32

2

FU、OXA、IRI			

2

早期出组

59

8

男

35

2

FU1、IRI			

3

PD

49

9	

男

63

3

FU、OXA			

2

SD

91

FU: 氟尿嘧啶; OXA: 奥沙利铂; IRI: 伊立替康; CET: 西妥昔单抗; 1接受过卡陪他滨治疗

表 2

1.0

患者不良反应

		

1、2度

0.8

3、4度

		

n

%

n

%

白细胞下降

3

33.3

3

33.3

中性粒细胞下降

3

33.3

3

33.3

贫血		

7

77.8

1

11.1

血小板下降

4

44.4

3

33.3

恶心		

1

11.1

0

0.00

呕吐		

1

11.1

0

0.00

腹泻		

1

11.1

1

11.1

口腔炎		

1

11.1

1

11.1

感觉神经毒性

1

11.1

0

0.00

过敏		

2

22.2

0

0.00

发热		

7

77.8

0

0.00

转氨酶增高

5

55.6

0

0.00

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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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总生存时间的Kaplan-Meier曲线.

例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91(23-325) d, KaplanMeier方法进行的生存分析见图1. 在2例间质性

热、流感样症状、1、2度血液学毒性(贫血、中
性粒细胞下降和血小板下降)和1、2度谷丙转氨
酶增高. 3、4度不良反应最常见的是血液学毒
性(主要为中性粒细胞下降和血小板下降). 2例
患者出现奥沙利铂过敏反应(表现为低血压、皮
疹、呼吸困难和发热). 患者5在第5周期末出现
咳嗽、气促, 经胸部摄片证实为间质性肺炎, 在
第6周期逐渐加重, 而停用GOLFIG-1方案. 患者

肺炎患者中, 编号5为曾使用过FOLFOX和伊立
替康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的腹膜转移患者, 接
受了6个周期GOLFIG-1, 疗效达到部分缓解, 疾
病无进展时间为165 d, 生存时间为325 d. 编号1
为曾使用过卡陪他滨联合奥沙利铂和FOLFIRI
化疗的肺转移患者, 接受了3个周期GOLFIG-1,
疗效评价稳定, 疾病无进展时间为151 d, 生存时
间为250 d.

1在化疗第3周期出现咳嗽、气促, 经胸部CT证

3 讨论

实为间质性肺炎, 而停止化疗.

对于氟尿嘧啶、伊立替康和奥沙利铂均耐药的

2.3 疗效 所有病例随访截至2009-05-06均已死

晚期结直肠癌的治疗还相当困难. 目前多数指

亡. 治疗结果详见表1. 除1例因早期出组和1

南推荐的标准治疗是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单抗

例因肿瘤进展早期死亡患者未能进行评价疗

(西妥昔单抗或帕尼单抗)单药或联合化疗, 但其

效之外, 其余7例患者均进行了疗效评价. 无

疗效并不理想. 在Jonker et al [5]的Ⅲ期临床研究

完全缓解病例, 1例患者部分缓解, 有效率为

中, 西妥昔单抗对比最佳支持治疗治疗氟尿嘧

11.1%(95%CI: 0.3%-48.3%), 4例稳定, 疾病控制

啶、伊立替康和奥沙利铂均耐药的晚期结直肠

率为55.6%(95%CI: 21.2%-86.3%), 2例进展. 9

癌, 西妥昔单抗和最佳支持治疗的中位生存时
www.wjgnet.com

林榕波, 等. GOLFIG-1在化疗耐药转移性结肠癌中的疗效						

间分别为6.1和4.6 mo, 有效率分别为8%和0%.

尿嘧啶、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均耐药患者的比

Van Cutsem et al 报道帕尼单抗对比最佳支持治

例, 也未提到更改化疗方案是否是因为在既往

疗治疗氟尿嘧啶、伊立替康和奥沙利铂均耐药

化疗中肿瘤进展. 在实际工作中, 多数化疗患者

的晚期结直肠癌Ⅲ期临床研究中, 帕尼单抗和

在接受一定周期数的化疗后, 会休息一段时间.

最佳支持治疗的疾病无进展时间分别为8 wk和

这些休息中出现进展患者多数再接受原方案治

7.3 wk, 生存时间均为6.2 mo, 有效率分别为10%

疗仍然有效. 而本研究的病例均为接受过氟尿

和0%. 在这2个Ⅲ期临床研究中, 最佳支持治疗

嘧啶、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化疗(除外3例肠梗

的总生存时间并不相同(4.3 mo和6.2 mo), 我们

阻患者未接受伊立替康), 并在化疗中进展. 这点

认为主要是因为在Jonker et al 研究中有7%的

可能是影响本研究疗效的最主要原因.

[6]

[5]

最佳支持治疗患者最终接受了西妥昔单抗治疗.

本研究的2例出现间质性肺炎患者有着明显

而在Van Cutsem et al [6]研究中有76%的患者接受

优于其他患者的疗效, 我们考虑间质性肺炎是否

了帕尼单抗治疗. 因此, 4.3 mo更能反应氟尿嘧

与Correale et al 研究中的皮损和关节炎一样属于

啶、伊立替康和奥沙利铂均耐药后的晚期结直

自身免疫的临床症状[12-14]. 在某些恶性肿瘤中, 自

肠癌最佳治疗的中位生存时间.

体免疫和生存时间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15-16]. 这

Correale et al [12]用GOLFIG-1治疗了46例晚

种现象被解释为: 激活免疫系统所靶向的自体

期结直肠癌患者, 24例接受过一线化疗, 10例接

抗原是抗肿瘤免疫效应的关键, 在肿瘤和靶组

受过FOLFOX或FOLFIRI二线化疗. 一线化疗

织免疫过程中的抗原表达和构型的特有改变

方案9例为氟尿嘧啶/亚叶酸或卡陪他滨, 4例为

在抗原选择和继发损害中起了一定作用 [16]. 在

FOLFIRI, 11例为FOLFOX. 在接受过化疗的患
者中6例联合了西妥昔单抗, 3例联合了贝伐单

Correale et al [12]的研究中发现, 在外周血的淋巴
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被活性的中心记忆T淋

抗. 结果10例患者达到完全缓解, 16例部分缓解,

巴细胞数目的增加的同时, 外周血调节T细胞

16例稳定, 有效率为56.5%, 疾病控制率为91.3%.

亚群(Treg)也进行性下降. Treg是一种有强烈免

中位疾病无进展时间为12.26 mo, 总生存时间为

疫抑制功能的淋巴细胞亚群, 他能够预防自身

18.76 mo. Correale et al 发现在出现皮损(考虑为

免疫的发生, 并且通常在癌症患者中过度增高.

系统性红斑狼疮)和关节炎这些自身免疫临床症

Treg的下降不但和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生有关, 还

状的患者中, 疾病无进展时间和生存时间均明

可能与抗肿瘤免疫效应有关[17-18].

显高于其他患者

[12-14]

. 多变量分析证实自体免疫

总之, GOLFIG-1方案在氟尿嘧啶、奥沙利

的发生是疾病无进展时间和总生存时间最主要

铂和伊立替康均耐药的患者中是有效的, 特别

的预测变量.

是在那些出现自身免疫的患者中. 我们希望通

在本研究中, 使用G O L F I G-1治疗氟尿嘧
啶、伊立替康和奥沙利铂均耐药的晚期结直肠
癌, 有1例部分缓解, 4例稳定, 中位生存时间为91

过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他的疗效以及与自身免
疫的关系.

d. 而在Jonker et al [5]和Van Cutsem et al [6]的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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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结直肠癌患
者具有体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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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点, 而本方案
不良反应小, 治疗
费用低, 有一定疗
效, 值得临床推广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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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为晚
期结直肠癌患者,
特别是化疗耐药
的患者提供了新
延长生命的选择,
具有一定的临床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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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the efficacy
of postoperative concurrent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with Xeloda for stage II/III rectal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103 rectal cancer patients
who underwent radical surgery from January
2001 to December 2004 at our hospital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Thes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patients undergoing radical
resection alone (surgical treatment group, ST;
n = 23), those undergoing concurrent radiochemotherapy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postoperative
concurrent radiochemotherapy group, PCR; n =
32), and those undergoing sequential radiochemotherapy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postoperative
sequential radiochemotherapy group, PSR; n
= 48). Two weeks after surgery, patients in the
PCR group received radiotherapy consisting of
DT 46-50 Gy in 23-25 fractionations over 4.6-5
weeks, concurrent with 4-6 cycles of chemotherwww.wjgnet.com

apy [each cycle consisting of 14 days of Xeloda
(800 mg/m2, bid) followed by seven days off],
while those in the PSR group received the same
radiotherapy as the PCC group, followed by 4-6
cycles of chemotherapy [each cycle consisting
of 14 days of oxaliplatin (130 mg/m2, qd) and
capecitabine (500 mg/m2, bid) followed by seven
days off].

■背景资料

近年来放化疗的
综合治疗越来越
多运用到直肠癌
的术后辅助治疗
中, 术后的综合治
疗有可能降低肿
瘤局部复发率和
提高生存率.

RESULTS: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in the PCR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T group (62.5% vs 22.5%; P = 0.024), but comparable with that in the PSR group (62.5% vs
54.2%; P = 0.077). The local recurrenc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PCR group than in
the PSR group and ST group (6.25% vs 31.25%
and 39.13%; P = 0.007 and 0.008, respectivel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noted in the local
recurrence rate between the PSR group and ST
group (P = 0.511).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also noted in the incidence of grade 3/4 side effects between the PCR group and PSR group.
CONCLUSION: Postoperative concurrent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with Xeloda is
superior to radical resection alone in decreasing the local recurrence rate and improving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in stage II/III rectal cancer
patients, and does not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side effects compared with sequential radiochemotherapy.
Key Words: Rectal cancer; Radiotherapy; Xeloda;
Concurrent treatment
Lu ZH, Wang JH, Xu XY, Zhou J. Efficacy of postoperative
concurrent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with Xeloda
for stage II/III rectal cancer.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51-3354

摘要
目的: 回顾性分析Ⅱ、Ⅲ期直肠癌患者术后
放疗同步联合希罗达化疗的疗效.
方法: 2000-01/2004-12收治直肠癌根治患者
103例. 按治疗方法分为3组. (1)单纯手术组(n
= 23), 行Mile's或Dixon式根治术; (2)术后同

■同行评议者

黄颖秋, 教授, 本
溪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总医
院消化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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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研究显示放疗
联合希罗达同步
治疗Ⅱ、Ⅲ期直
肠癌术后患者可
显著降低肿瘤局
部复发率, 优于序
贯放化疗和单纯
手术, 且不良反应
与序贯放化疗相
比并未增加, 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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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放化疗组(n = 32), 患者先行Mile's或Dixon
式根治术, 术后2 wk开始放疗, 每4.6-5 wk DT
46-50 Gy/23-25次; 放疗第1天起同时行化疗,
希罗达1600 mg/(m2•d), 每天2次, 第1-14天, 每
3 wk重复1个疗程, 共4-6个疗程; (3)术后序贯
放化疗组(n = 48), 手术及放疗方法同上, 化疗
结束后给予放疗. 奥沙利铂130 mg/(m2•d), 每
天1次, 第1-14天; 希罗达1000 mg/(m2•d), 每天
2次, 第1-14天, 每3 wk重复1个疗程, 共4-6个
疗程.
结果: 术后同步放化疗组5年生存率为62.5%,
高于单纯手术组的52.2%(P = 0.024), 但与序
贯放化疗组(54.2%)相似(P = 0.077); 同步放化
疗组局部复发率为6.25%, 明显低于序贯放化
疗组的31.25%(P = 0.007)及单纯手术组(39.13,
P = 0.008); 序贯放化疗组的局部复发率低于
单纯手术组, 但无明显差异(P = 0.511). 同步放
化疗组的3/4度不良反应与序贯放化疗组相比
无差异.
结论: 放疗联合希罗达同步治疗Ⅱ、Ⅲ期直
肠癌术后患者可显著降低肿瘤局部复发率, 5
年生存率高于单纯手术, 不良反应与序贯放化
疗相比并未增加.
关键词: 直肠癌; 放射治疗; 希罗达; 同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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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化11例; 临床分期: Ⅱ期11例, Ⅲ期21例; 手
术方式: Mile's术15例, Dixon术17例. 序贯放化疗
组48例, 其中男33例, 女15例, 中位年龄66岁. 病
理类型: 腺癌16例, 黏液腺癌18例, 印戒细胞癌
14例; 分化程度: 高分化11例, 中分化23例, 低分
化14例; 临床分期: Ⅱ期20例, Ⅲ期28例; 手术方
式: Mile's术25例, Dixon术23例. 单纯手术组23
例, 其中男17例, 女6例, 中位年龄67岁. 病理类
型: 腺癌3例, 黏液腺癌13例, 印戒细胞癌7例; 分
化程度: 高分化5例, 中分化10例, 低分化8例; 临
床分期: Ⅱ期10例, Ⅲ期13例; 手术方式: Mile's
术12例, Dixon术11例. 三组临床资料相比无差异
(P >0.05).
1.2 方法
1.2.1 放疗: 常规采用三野等中心放疗. 患者体模
固定俯卧于模拟机上, 双手置于颏下, 在模拟机
透视下定位, 上界在第5腰椎椎体下缘水平, 下
界依肿瘤的下界水平而定. 如为Dixon保肛手术
后则下界在闭孔下缘, 如为Mile's术后则下界在
原肛门口水平, 二侧界为直骨盆缘外1 cm, 二侧
野上、下界同上, 后界包括骸骨外侧皮质, 前界
根据术后盆腔CT片, 包括膀胧后1/3处, 侧野用
30度楔形板. 以上三野均常规挡铅. 三个野的剂
量比为2∶1∶1, 放疗剂量每4.6-5 wk DT 46-50

陆忠华, 王建华, 许锡元, 周健. Ⅱ、Ⅲ期直肠癌根治术后放

Gy/23-25次.

疗同步希罗达化疗的疗效.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2):

1.2.2 化疗方案: (1)同步放化疗组: 希罗达1600

3351-3354

mg/(m2·d), 第1-14天, 每天2次, 每3 wk重复1个疗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351.asp

程. 化疗在放疗第1天即开始, 放疗完成后继续按
原方案化疗, 共4-6个疗程. (2)序贯放化疗组: 奥

0 引言

沙利铂130 mg/(m2·d), 第1-14天, 每天1次; 希罗达

直肠癌是消化系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占大

1000 mg/(m2·d), 第1-14天, 每天2次, 每3 wk重复1

肠癌的60%-80%. 手术是直肠癌的首要治愈手

个疗程, 共4-6个疗程, 化疗结束后给予放疗.

段, 而Ⅱ、Ⅲ期直肠癌患者手术治疗失败的原

1.2.3 评价标准: (1)观察希罗达联合放化方案总

因主要为局部复发, 对此类病例行术后放化疗

生存率(OS)、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 总生存

可以减少局部复发, 现已成为标准治疗方法. 本

率计算从同步放化开始一直到死亡或末次随诊;

研究对2000-01/2004-12收治的接受术后希罗达

(2)希罗达联合放化方案治疗期间急性不良反应,

同步放化疗Ⅱ、Ⅲ期直肠癌患者的疗效进行回

按照RTOG/EORTC急性放射不良反应评价标准

顾性分析.

进行评价.
统计学处理 患者随访截至2009-03, 随

1 材料和方法

访率100%. 数据采用S P S S12.0统计软件分析.

1.1 材料 2000-01/2004-12我院收治直肠癌患者

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 Log-Rank检验差异

103例, 均有病理证实, 按治疗方法分为3组. 同

性, 其余数据为χ2检验.

步放化疗组、序贯放化疗组和单纯手术组. 同
步放化疗组32例, 其中男24例, 女8例, 中位年龄

2 结果

62岁. 病理类型: 腺癌6例, 黏液腺癌18例, 印戒

2.1 3种治疗方法疗效比较 同步放化疗组、序

细胞癌8例; 分化程度: 高分化6例, 中分化15例,

贯放化疗组和单纯手术组的局部复发分别为2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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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种治疗方法疗效比较

		

n

表 2

复发

远处转移

5年总

n(%)

n (%)

生存率(%)

序贯放

化疗组n (%) 化疗组n (%)

2
χ值

P值

同步放化疗组

32

2(6.25)

62.5

粒细胞减少

2(6.25)

5(10.42)

0.059 0.809

序贯放化疗组

48

15(31.25)

10(20.83)

54.2

腹泻

6(18.75)

6(12.5)

0.200 0.655

单纯手术组

23

9(39.13)

8(34.78)

52.2

恶心、呕吐

4(12.5)

6(12.5)

0.000 1.000

2

8(25)

■同行评价

术后2种方式放化疗3/4级不良反应比较

同步放

9.386

1.605

5.120

手足综合征

1(3.13)

3(6.25)

0.011 0.917

0.009

0.448

0.024

感觉神经病变

4(12.5)

7(14.58)

0.000 1.000

生存率

χ 值		-

P 值		-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同步放化疗组
序贯放化疗组
单纯手术组

期均可作为独立的预后因素, 术后放疗开始得
分期明确, 避免了T1-2N0M0及术中探查已有肝
转移患者的不必要照射. 同时在手术中可以放
置银夹, 靶区定位较准确且不延长手术时间. 但

生存时间(mo)
图 1

25%-30%, 术后放疗组为5%-6%, T分期或T/N分
早的患者, 其效果将更好, 术后放射治疗优点是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由于手术对血管的破坏, 造成亚临床病灶乏氧,
降低放射敏感性, 影响疗效.
近年来放化疗的综合治疗也越来越多地

三种疗法生存曲线.

运用到直肠癌的术后辅助治疗中, 术后的综合
例、15例和9例; 远处转移分别8例、10例和8例.

治疗有可能提高生存率. 氟尿嘧啶不仅作为标

详见表1.

准的大肠癌的化疗药物具有放射增敏作用, 与

术后同步放化疗组5年生存率为62.5%, 高

放疗同期使用能降低远处转移率, 进而提高生

于单纯手术组的52.2%(P = 0.024), 但与序贯放

存率[4], NSABPR-2研究[5]初步结果显示同步放

化疗组(54.2%)相似(P = 0.077); 同步放化疗组

化疗可提高生存率和局控率. 本组资料显示术

局部复发率为6.25%, 明显低于序贯放化疗组

后同步放化疗组5年生存率为62.5%, 高于单纯

的31.25%(P = 0.007)及单纯手术组(39.13%, P =

手术组的52.2%(P = 0.024), 但与序贯放化疗组

0.008); 序贯放化疗组的局部复发率低于单纯手
术组, 但无明显差异(P = 0.511, 图1).
).

(54.2%)相似(P = 0.077); 同步放化疗组局部复发
率为6.25%, 明显低于序贯放化疗组的31.25%(P

2.2 放化疗不良反应 主要不良反应有粒细胞减

= 0.007)及单纯手术组(39.13%, P = 0.008); 序贯

少、腹泻、恶心、呕吐、手足综合征、感觉神

放化疗组的局部复发率低于单纯手术组, 但无

经病变, 同步放化疗组的3/4度不良反应与序贯
不良反应与序贯
反应与序贯

明显差异(P = 0.511), 这与序贯放化疗组开始放

放化疗组相比无差异详见表2.

疗的时间与手术时间间隔较长有关, 手术区域
周围形成疤痕, 造成亚临床病灶乏氧, 降低放射

3 讨论

敏感性, 而使局部复发率下降不明显. 因此, 术

手术治疗是目前直肠癌首选治疗方法, 但是单

后放疗时间应尽可能早. 已有数个前瞻性随机

纯手术后复发率高, 尤其于Dukes B2和C期的患

对照研究的结果证实, Ⅱ期和或Ⅲ期直肠癌术

者, 复发率高达45%-65% . 钱立庭 et al 对243

后同步放化疗的疗效优于单纯手术、术后化疗

例Ⅱ期和Ⅲ期直肠癌根治术后放射治疗的疗效

或术后放疗, 显著提高了局部控制率和5年总生

分析中, 其术后放射治疗使局部复发率明显降

存率[1].

[1]

[2]

低, 其与单纯手术组的5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

希罗达是一种口服氟嘧啶类药物, 本身无

15.8%和26.8%(P = 0.043), 但术后放射治疗并不

细胞毒性, 但是在肿瘤组织中通过胸腺嘧啶磷

能降低远处转移率,不能延长生存率. Gunderson

酸酶(TP)转化成5-FU[6]. 5-FU能够插入肿瘤组织

et al [3]报道Ⅲ期患者单纯手术的局部复发率为

DNA链中, 干扰其复制或修复, 从而高度靶向治

45%-65%, 术后放疗组降为9%-12%; 对淋巴

疗肿瘤. 放射治疗可上调实验性肿瘤中TP活性,

结阴性的Ⅱ期患者单纯手术的局部复发率为

而不上调正常组织中的TP活性. 肿瘤组织TP水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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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Ⅱ、Ⅲ期直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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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方案及预
后评估有临床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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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活性高于正常组织, 较5-FU靶向作用好, 因
此, 希罗达+放疗能够协同增敏治疗肿瘤. 同时,
希罗达还能防治放疗期间肿瘤转移, 已经有多
家临床试验 [7-8]证明, 希罗达与放射治疗同步治
疗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希罗达最常见的不良反
应为腹泻、手足综合征和轻微的骨髓抑制. 本
组资料显示同步放化疗组的3/4度不良反应: 最

4
5

常见的不良反应亦为腹泻(18.75%)、恶心、呕
吐(12.5%)、粒细胞减少(6.25%), 但手足综合征
少见(3.13%), 与序贯放化疗组相比无差异. 且与
5-FU持续静脉滴注或静脉推注相比, 希罗达口
服用药更方便, 并可以避免静脉用药所造成的
并发症, 如感染、静脉血栓以及疼痛. 大规模Ⅲ

6

[7]

期临床试验 已经说明, 将希罗达与氟尿嘧啶方
案对比治疗大肠癌, 希罗达方案耐受性良好, 可
以在门诊进行.
总之, 放疗联合希罗达同步治疗Ⅱ、Ⅲ期
直肠癌术后患者, 既可提高生存率, 又可降低局

7

部复发率. 不良反应大多经对症处理可耐受, 所
有病例无治疗相关性死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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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空肠营养管在上消化道手术中的应用分析41例
杜 强, 范梅香, 张福庆, 纪 刚, 于阜杰

■背景资料

国内绝大部分医
师采用的都是复
尔凯经鼻空肠管
进行术后肠内营
养, 该鼻肠管为一
次性, 虽使用方
便、安全可靠, 但
价格较贵, 特别是
配套使用的软导
引钢丝, 使用一次
便丢弃实在浪费,
完全可以消毒后
再利用. 于是本课
题组思考用输液
延长管作一小改
进与消毒后软导
引钢丝配套, 替代
营养管使用, 经不
断摸索, 已经获得
了与复尔凯经鼻
空肠管相同的临
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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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safety and
efficacy of using self-made nasal feeding jejunal
tubes for early enteral nutrition in patients after
upper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同行评议者

秦环龙, 教授, 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
第六人民医院外
科

METHODS: Forty-one patients receiving enteral
nutrition using self-made nasal jejunal feeding
tubes after upper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at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06 to April 2009 and 39
patients receiving parenteral nutrition after upper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from January 2006
to December 2008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patient’s age and sex as well as diagnostic and surgical procedures were comparabl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time to the first
passage of gas by anus, antibiotic use, length of
stay, postoperative recovery, complications, and

medical expens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No patients receiving enteral nutrition using self-made nasal jejunal feeding
tubes developed serious complications such as
anastomotic leakage and pulmonary and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s. The cure rate achieved
in patients receiving enteral nutri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receiving
parenteral nutrition (P < 0.05). Enteral nutrition
using self-made nasal jejunal feeding tubes had
a satisfactory efficacy and a distinct advantage
over parenteral nutrition.
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self-made nasal
jejunal feeding tubes for early enteral nutrition is
safe, reliable, economical,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and shows advantages over parenteral nutrition
in improving nutritional status, enhancing immune function and preventing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after upper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Key Words: Self-made nasal jejunal feeding tub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Enteral nutrition
Du Q, Fan MX, Zhang FQ, Ji G, Yu FJ. Application of selfmade jejunal feeding tubes after upper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an analysis of 41 cas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60-3364

摘要
目的: 探讨上消化道手术后患者应用自制鼻
空肠营养管早期肠内营养的可行性、安全性
及治疗价值.
方法: 对我院2006-08/2009-04应用自制鼻空肠
管对41例上消化道手术后患者行肠内营养, 与
2006-01/2008-12上消化道手术后行肠外营养
的39例, 在年龄、性别、诊断和接受手术术式
等基本一致的患者, 从术后肛门排气、抗生素
使用、住院时间, 术后恢复、并发症、医疗费
用等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采用自制鼻空肠管行早期肠内营养组
41例病例均无吻合口瘘、胸腹腔及肺部感染
等严重并发症, 临床治愈率为100%; 与肠外营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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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组比较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0.05), 显示自
制鼻空肠管肠内营养组具有满意的疗效和明
显的优势.
结论: 上消化道手术后应用自制鼻空肠管肠
内营养, 安全、可靠、经济实用、疗效确切,
对患者术后营养状态的改善、免疫功能的提
高、并发症的防治等方面均有较好的疗效.

药包, 术者戴好手套, 助手将延长管、空针、丝
线、软导引钢丝递给术者, 将5 mL石蜡油倒入
换药碗内后, 即戴好消毒手套与术者配合. 术者
先用空针将石蜡油注入输液延长管内作润滑剂,
将软导引钢丝自输液延长管一端徐徐全部插入,
较钢丝头端长出4-6 cm处剪断延长管即为“自
制”鼻空肠管. 再将自制的鼻空肠管头端, 经胃
管的第二个侧孔向头端插入约5-7 cm用细丝线

关键词: 自制鼻空肠管; 上消化道手术; 肠内营养
杜强, 范梅香, 张福庆, 纪刚, 于阜杰. 替代空肠营养管在上消化

将两管绑扎在一起, 常规方法经鼻插入胃管, 使
空肠营养管与胃管同时插入胃腔内, 胶布将两

道手术中的应用分析41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2):

管固定于鼻周即可. 手术中需巡回护士配合,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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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消化系逢合前壁(或吻合器置入口缝闭)之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360.asp

前, 将胃管和营养管拖出并用碘伏消毒2遍后分
开, 胃管置于胃腔内作胃肠减压用, 将自制鼻肠

0 引言

管再脱出适当长度, 头端长出之软管部分反折

食管、贲门、胃、胰十二指肠等上消化道手术

4-6 cm, 使管头端呈长卵圆形并用卵圆钳夹住,

患者, 围手术期营养状态的好坏, 将直接影响到

术者右手持卵圆钳, 左手固定幽门部, 触摸下将

术后吻合口的愈合、手术创伤的修复、患者

营养管下送通过幽门后, 术者左手捏住营养管

失血的耐受性和免疫应答能力. 我国20世纪90

头端, 右手松开卵圆钳后退出, 在用右手将带钢

年代后期, 对上消化道手术后早期使用空肠营

丝的营养管向下徐徐插入, 左手触摸下送至超

养就重视起来, 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外科

过屈氏韧带8 cm的空肠内. 如重建消化系为胃空

临床营养支持的首选途径 . 我院本科2006-08/

肠吻合的, 自制的鼻空肠管就可免插导引钢丝,

2008-04, 应用改进后的输液延长管替代鼻空肠

术中直接用卵圆钳夹住营养管下送并超过吻合

[1]

管, 对收治的41例上消化道手术的患者, 术后进

口20 cm的空肠内即可. 置管到位后, 术者于吻合

行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 EN), 本研究对其

口处捏住固定营养管, 嘱巡回护士轻轻外拉营

临床效果观察和分析, 同时随机筛选了39例上消

养管受阻后, 将导引钢丝徐徐自营养管内拔出,

化道手术后, 采用肠外营养(pareenteral nutrition,

重新用胶布分别固定好胃管和经鼻空肠营养管,

PN)的设为对照组进行统计学对比分析, 进一步
探讨EN在上消化道手术后应用的优势.

空肠管外端接头用一次性5 mL空针连接.
1.2.3 术后E N方法: 本组上消化道手术的患者
41例, 术后24-36 h开始通过自制的经鼻空肠置

1 材料和方法

管, 滴注或灌注营养液. 开始滴入能全力500 mL,

1.1 材料 我院2006-08/2009-04应用改进后的

40 mL/h(可使用输液泵或加热器), 后再由护士

输液延长管替代鼻空肠管对41例上消化道手

指导下用葡萄糖粉150 g+食盐5 g+10%氯化钾

术的患者术后进行EN. 随机选择我院2006-01/

20 mL+温开水至500 mL, 配好后倒入能全力空

2008-12相同时间段, 病例年龄、性别、所患疾

瓶内接着滴入, 100 mL/h. 如无异常, 次日剂量

病等基本一致的上消化道手术术后应用PN的患

和速度可翻倍, 以后直至2000-2500 mL/d, 滴速

者39例为对照组.

120-150 mL/h. 患者肛门排气后可选择滴注或灌

1.2 方法

注鲜牛奶、豆浆、米汤、肉汤、鱼汤、果汁、

1.2.1术式的选择: 2组患者治疗方面均行上消化

菜汤等. 每日的灌注量完成后, 常规用生理盐水

道切除及重建术, 手术方法和术式的选择大致

或温开水20 m L注入营养管内再封管, 避免沉

相同.

积物堵管. 为避免冷刺激引起的肠管蠕动过速

1.2.2 EN组置管方法: 术前30 min, 管床医师带

或痉挛, 可使用电辅助加热器保持营养液温度

一名护士, 将备好的换药包一个、输液延长管

25℃-30℃. 部分消化功能不全的患者, 在初次使

一根、1号丝线一卷、手套2双、5 mL一次性空

用能全力肠内滴注时, 可能会出现腹部不适、

针、消毒石蜡油、消毒软导引钢丝(复尔凯鼻肠

腹胀、腹泻甚至腹痛的, 用百普力肠内滴注症

管配套钢丝)用治疗车推至患者病床前, 打开换

状可明显缓解. 根据监测患者电解质的平衡情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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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消化道手术后
应用自制鼻空肠
管肠内营养, 安
全、可靠、经济
实用、疗效确切,
对患者术后营养
状态的改善、免
疫功能的提高、
并发症的防治等
方面均有较好的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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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患者治疗术式 (n )

指标			

EN组

PN组

术式			

年龄(岁)			

58.9±17

59.5±18

经左胸食管癌根治术

EN组
7		

PN组
8

男/女			

24/17

21/18

联合切口贲门癌切除术

2		

1

2		

2

食管中、下段癌		

7

8

经腹贲门癌切除术		

贲门胃底癌		

4

3

全胃切除术		

7		

8

胃体癌			

7

8

胃窦癌根治术		

12		

8

胃窦癌			

10

8

毕罗Ⅰ式胃切除术		

2		

2

胃溃疡出血或癌变		

5

7

毕罗Ⅱ式胃切除术		

6		

7

胃息肉			

1

0

胃空肠吻合术		

1		

1

胃出口梗阻		

4

3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1		

2

胆总管癌			

1

0

胰体尾、胃、脾切除术

1		

0

胰体尾血肿胃壁穿透

1

0

胰头癌			

1

2

堵塞, 营养制剂和器具的污染, 代谢异常等并发
症, 在本组病例中均未发生.
况, 加或减钾、钠盐的用量. 有时患者感觉口渴

2.3 EN组与PN组的比较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性

时可注入适量温开水或调慢灌注高浓度液的速

别和年龄及发病情况及接受手术情况均无差异

度. 本组静脉滴注主要是抗生素和多种维生素

(表1-2), 2组一经确诊即限期手术, 术前均未行

等治疗及辅助用药.

放化疗. 但2组病例手术后因EN与PN的方法不

1.2.4 术后PN方法: 对照组于术后常规深静脉输

同(表3). EN组在肛门排气时间、营养液费用、

液, 补充静脉营养液如脂肪乳剂、氨基酸、高

并发症的发生、术后住院时间和总费用等项目

浓度葡萄糖、电解质、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与对照组比较, 有明显统计学意义(均P <0.05).

等治疗, 待肠蠕动恢复后开始进食, 从流质开始,
使用肠内营养患者不足的营养成分由静脉营养

3 讨论

补充, 并且逐步过渡至全肠内营养.

国内绝大部分医师采用的都是复尔凯经鼻空肠

统计学处理 应用软件SPSS10.0进行统计学

管进行术后肠内营养, 我们认为该鼻肠管为一

分析. 计量资料以mean±SD表示, 非连续性数据

次性, 虽使用方便、安全可靠, 但价格较贵, 特

采用χ2检验. 连续性数据采用t 检验. P <0.05为差

别是配套使用的软导引钢丝, 使用一次便丢弃

异有统计学意义.

实在浪费, 完全可以消毒后再利用. 于是我们思
考用输液延长管作一小改进与消毒后软导引钢

2 结果

丝配套, 替代营养管使用, 经不断摸索, 已经获

2.1 EN组对患者的影响 EN组鼻空肠管留置时间

得了与复尔凯经鼻空肠管相同的临床疗效. 通

常规为7-9 d, 经过临床观察患者均都能接受和耐

过41例患者的临床应用, 我们体会到, 在自制及

受, 未增加患者的痛苦和不适感. 术中置管时间

应用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要点: (1)选择管径、

上也仅仅多占用了5-10 min, 对患者的影响甚微.

长度能与导引钢丝相匹配的输液延长管; (2)将

2.2 EN组的并发症 EN组术后给予灌注营养液,

导引钢丝插入输液延长管之前必须注入消毒石

营养支持治疗, 无1例出现因自制鼻空肠管本身

蜡油以润滑; (3)自制营养管长度须超出钢丝4-6

因素所致的并发症. 其他原因所致的并发症也

cm处减去另一端, 术中要将输液管长出部分反

为数不多. 其中1例行毕罗Ⅱ式胃切除患者行空

折呈长卵圆形, 下送时可避免损伤肠黏膜; (4)食

肠营养的第2天出现恶心呕吐并发症, 经分析原

管与远段胃重建时, 用卵圆钳夹住带导引钢丝

因证实为灌注高渗配方液的速度过快, 减慢灌

的营养管头端必须下送超过幽门, 否则将难以

注速度, 或降低营养液浓度后症状得到缓解; 另

继续下送至空肠; (5)食管或胃与空肠吻合重建

有2例出现腹胀、1例出现腹泻的上消化道手术

者, 自制鼻空肠管可不用导引钢丝, 术中直接用

患者, 均在灌注能全力后出现, 将能全力改用百

卵圆钳夹住营养管头端下送距吻合口20 cm空肠

普力滴注, 或再度放慢滴注速度后患者症状好

内即可; (6)经自制营养管滴注或灌注的速度必

转. 误吸所导致的肺炎或肺部感染, 鼻空肠管的

须遵循先慢渐快、营养液先浓后稀、量逐日增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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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组围手术期情况比较 (mean±SD)

项目			

EN组

PN组

		

检验值

P值

手术平均时间(min)		

142±43		

138±48		

t = 1.757		

>0.050

术中出血量(mL/n )		

458±287

455±284		

t = 0.664		

>0.500

术中输血(n )		

28		

27			

2
χ = 0.008

>0.500

肛门排气时间(h)		

32.6±4.8

49.7±5.6		

t = 14.690

<0.001

抗生素使用时间(d)		

4.7±0.9

6.8±1.2		

t = 8.860		

<0.001

营养液费用/d(元)		

56.8±12.5

98.4±19.2		

t = 11.549

<0.001

置管费用(元)		

12.6±3.1

334±28.8		

t = 71.070

<0.001

体质量减轻(kg)		

4±2.4

6.4±2.9		

t = 4.040		

<0.001

2

吻合口瘘n (%)		

0(0)		

2(5)			

χ = 4.149

<0.050

肝功能损害n (%)		

1(2)		

5(12.8)		

2
χ = 5.852

<0.025

切口感染n (%)		

1(2)		

3(7.7)		

2
χ = 1.159

>0.050

腹腔感染n (%)		

0(0)		

3(7.7)		

χ = 2.670

>0.050

12.5±2.6		

t = 8.210		

<0.001

12 300±2800		

t = 4.157		

<0.001

术后住院时间(d)		
住院费用(元)

8.7±1.4
10 200±2400

2

多、品种按需或适应性灵活选择等原则; (7)肛门

流质饮食, 术后的营养主要依赖静脉补给. 实验

排气后即可先拔除胃管, 鼻空肠管最好保留7-9 d.

研究表明, 腹部手术后数小时就有肠蠕动功能

严格掌握EN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结合本组

恢复, 胃肠道麻痹仅限于胃和结肠, 术后6-8 h小

41例患者应用及观察, 我们认为自制鼻空肠管

肠就有消化和吸收功能[4]. 术后禁食会使胃和小

的临床应用除需掌握上述制作使用要点外, 还

肠的蠕动处于缓慢、不规律的收缩波, 而早期

应掌握其应用的适应证、禁忌证, 避免可能发

进食状态则可促使小肠的蠕动变得有力频繁和

生的并发症. 对具备胃肠道功能而出现下列情

有规律的收缩 [5] . 另外静脉输注葡萄糖、氨基

况: (1)上消化道手术患者; (2)经口摄食不能或不

酸、脂肪乳剂等高营养液对胃肠动力也有明显

足者; (3)禁忌经口摄食者; (4)出现胃肠道瘘或吻

抑制作用, 其机制可能与抑制迷走神经兴奋性

[2]

合口瘘者; (5)术后出现胃动力异常者 ; (6)上消

及刺激胆囊收缩素分泌有关[6]. 由此可见, 早期

化道非梗阻性吞咽困难者. 均应视为空肠营养

肠内营养完全是可行、实用、必要和安全有效

的适应证. 下列情况均应视为禁忌证, 如: (1)不

的. 本组病例的临床观察证实, 早期EN能刺激肠

能耐受高糖负荷的糖尿病患者; (2)上消化道大

蠕动, 促进肠功能的恢复和肠黏膜细胞生长, 可

出血患者; (3)下消化系手术后或各种原因所致

促进胃肠激素分泌, 有利于维持肠黏膜细胞结

的肠梗阻患者; (4)严重腹膜炎患者; (5)严重肠道

构与功能的完整性, 维护肠黏膜屏障, 明显减少

吸收不良者. 我们的经验是严格把握上述适应

肠道细菌移位的发生[6]. 另外, 由于肠道功能的

证和禁忌证, 是临床应用能获得最佳疗效的基

恢复早, 胃管留置时间缩短, 可减少因鼻胃管引

础. 避免和防治患者出现的: 恶心呕吐、腹胀腹

起的一系列肺部并发症, 迅速缓解患者鼻咽部

泻、误吸、吸入性肺炎、喂养管堵塞、营养制

产生的不舒适感, 有利于患者的休息和睡眠的

剂的器械污染、代谢异常、精神心理障碍等并

改善, 食欲的恢复[7-8], 从而加快患者的康复.

发症是该技术得以成功开展的基本保障.

EN组虽在术中需下送空肠管需多花费8-10

经鼻空肠管作为上消化道围手术期首选的

min, 但与PN对照组通过对比可见, 无论在手术

营养方式, 已被越来越多的外科医师应用于临

时间、术中平均出血量和术中输血情况, 均无

[3]

床 . 本组41例上消化道手术病例选择了EN, 尤

显著差异. 相反所有患者均能耐受术后24 h开

其是本组患者中恶性肿瘤约占88%(41/5), 因恶

始的肠内营养灌注, 无论是在肛门排气(拔胃管

性肿瘤患者术前多伴有营养消耗过多和免疫抑

的时间)、抗生素的使用及住院时间方面; 或是

制, 患者所接受的又是大手术, 术后机体必然处

在术后恢复、并发症的发生方面; 以及在置管

于高分解代谢状态, 加之消化系重建和修复, 术

费用和住院总医药费用上两组间差异有显著性

后对营养的需要更显重要. 以往上消化道手术

(P <0.05), 均显示了上消化道手术后应用了自制

后一般在肛门排气后(需禁食3-5 d)才能逐渐进

鼻空肠管EN具有明显的优势. 术后虽有个别患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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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出现腹胀、恶心、腹泻等不适, 减慢滴速或
更换适合的营养液后均可缓解, 而且无吻合口
漏、胸腹腔感染、肺部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发生,
临床治愈率100%, 进一步证实早期应用自制的
鼻空肠管EN是安全、可靠和有效的.
总之, 本组41例上消化道手术的患者早期应
用自制鼻空肠管行EN, 对患者术后早期恢复和
改善患者的营养状态及免疫功能, 防止严重并
发症大有裨益, 符合快速康复外科理念. 自制的
鼻空肠管使用方便、对设备的要求不高、操作
简单、对患者无任何不良反应和毒副作用, 手
术者熟练掌握置管的方法和要领, 完全能替代
复尔凯鼻空肠管, 成为上消化道手术后EN的最
佳首选途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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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differences
in efficacy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sequential therapy and standard triple
therap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infection in Chinese patients.
METHODS: A search of Chinese databases was
conducted by two independent reviewers to
identif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 comparing sequential therapy with standard 7-day
and 10-day triple therapies in the treatment of
H pylori infection. The patients’ clinical data,
study quality, H pylori eradication rate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sequential therapy and standard
7-day and 10-day standard triple therapies in
the treatment of H pylori infection. The relative
risk ratio (RR)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
was calculated. The funnel plots was used to estimate publication bias.
www.wjgnet.com

RESULTS: A total of 9 studies involving 835
subjects were identified. The eradication rates
of sequential therapy and standard 7-day and
10-day triple therapies were 92.0%, 73.7% and
84.5%, respectively. Pooled estimates showed
superiority of sequential therapy over 7-day
triple regimen with RR of 1.23 (95%CI: 1.14-1.33),
and over 10-day triple regimen with RR of 1.12
(95%CI: 1.02-1.23).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comparable between the two therapies.
CONCLUSION: Sequential therapy appears superior to standard triple therapy for eradication
of H pylori infection in Chinese patien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s noted in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therapies.
Key Words: Helicobacter pylori ; Sequential therapy;
Triple therapy; Eradication rate; Meta-analysis
Chen Y, Wu LH, He XX. Sequential therapy versus
standard triple therapy for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in Chinese patients: a meta-analysi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65-3369

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中国序贯疗法与三联疗法治
疗幽门螺杆菌(H pylori )感染的疗效及不良反
应的差异.

■背景资料

随着近年抗菌素
耐药率的升高, 根
除H p y l o r i 的 经
典三联疗法的根
除率也在逐年下
降. 由于H pylori
已明确与胃炎、
消化性溃疡、胃
癌等疾病存在密
切关系, 因此如何
提高H pylori 的根
除率成为世界关
注的热点之一. 序
贯疗法为意大利
学者提出的根除
H pylori 新方案,
已得到国外研究
的肯定, 并被列入
2007年美国胃肠
病学会H pylori 感
染治疗指南的一
线方案. 目前国内
有多个研究关注
本问题, 但是仍无
多中心大样本的
临床研究, 缺乏统
一的指导原则. 本
研究旨在通过荟
萃分析的方法, 为
序贯疗法是否适
用于国内人群提
供依据.

方法: 利用中文数据库, 根据纳入标准入选中
国序贯疗法与三联疗法根除H pylori 的随机对
照临床试验. 提取患者的基本资料、研究质
量、H pylori 根除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等相关
数据. 比较序贯疗法和7日或10日三联疗法的
H pylori 根除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 计算相对
危险度(Relative risk, RR)和95%CI. 运用漏斗
图评价出版偏倚.
结果: 纳入了9项随机对照研究, 共835例
患者. 序贯疗法、7日及10日三联疗法的总
H p y l o r i 根除率分别为92.0%、73.7%和
84.5%(P = 0.002). 序贯疗法分别与7日或
10日三联疗法比较, R R分别为1.23(95%C I:
1.14-1.33)和1.12(95%CI: 1.02-1.23). 不良反应

■同行评议者

张志坚, 教授, 福
州总医院消化内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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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发生率无明显差异.

随着H pylori 耐药
率的上升, 如何
选择有效的根除
H pylori 的药物及
方法成为目前医
学界研究热点之
一. 序贯疗法为新
颖的根除H pylori
方法之一, 而序贯
疗法的临床疗效
研究有待进一步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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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医学文献库(1978-2008年)、维普中文期刊数

结论: 中国根除H pylori 使用序贯疗法明显优于
7日和10日三联疗法, 不良反应发生率无差异.
关键词: 幽门螺杆菌; 序贯疗法; 三联疗法; 根除率;
荟萃分析
陈羽, 吴礼浩, 何兴祥. 中国序贯疗法与三联疗法治疗幽门
螺杆菌感染荟萃分析.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9; 17(32):

据库(1989-2008年), 同时联系相关文献的通讯
作者和该领域的专家获得文献资料. 检索结果
由两名评价者独立评阅, 意见不一致时咨询第
三方.
1.2 方法 纳入比较序贯疗法与7日或10日三联疗
法的H pylori 根除率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纳入
标准: (1)H pylori 感染需经以下任一方法证实:

3365-3369

快速尿素酶试验、组织染色或C 13/C 14尿素呼气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7/3365.asp

试验; (2)需含意愿性(intention-to-treat, ITT)分析
数据; (3)研究需包括10日序贯疗法和三联疗法
的疗效比较. 10日序贯疗法方案包括前5 d应用

0 引言
我国幽门螺杆菌共识意见(2003, 安徽桐城) [1]
指出,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
是消化性溃疡、胃癌、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MALT)淋巴
瘤等疾病的重要致病因子, 对消化性溃疡、早
期胃癌术后、胃MALT淋巴瘤和有明显异常的
慢性胃炎患者必须根除H pylori . H pylori 根除的

质子泵抑制剂(PPI)常规剂量, bid, 联合一种抗
菌素(阿莫西林1000 mg, bid 或克拉霉素500 mg,

bid )的二联治疗; 后5 d应用PPI常规剂量, bid , 联
合两种抗菌素(替硝唑500 mg, bid 和/或克拉霉素
500 mg, bid 和/或红霉素500 mg, qid 和/或阿奇霉
素500 mg, qd 和/或左氧氟沙星200 mg, bid 等)的
三联治疗; 三联疗法方案为PPI联合两种抗生素.

一线方案, 即标准三联疗法(质子泵抑制剂、阿

剔除标准: (1)以前接受过抗H pylori 治疗; (2)前

莫西林、甲硝唑、克拉霉素等), 随着细菌耐药

4 wk服用过PPI、H2受体阻断剂、铋剂、抗生素

率的逐年升高, 其H pylori 根除率也在下降, 已有

和益生菌.

文献报道标准三联疗法H pylori 根除率已下降至
66.6%[2]. 同时, 临床研究还表明复治者比初治者

统计学处理 按照预制的标准表格提取纳入
文献的相关数据. 提取信息包括: (1)研究者, 出

H pylori 根除率明显降低. 因此, 需要寻找一种
更理想的H pylori 根除的一线方案. 由意大利De
Francesco et al [3]发现的根除H pylori 的新方案序贯疗法, 可以取得更高的H pylori 根除率. 但由
于目前已证实, H pylori 的重要毒力基因CagA存

版年限, 受试者例数, 平均年龄, 性别比; (2)实验

在东亚及西方两种亚型, 不同亚型对临床结局

双盲、随访. 由两名评价者独立评分, 当意见不

存在相当大的影响[4]; 不同国家或地区H pylori

一致时咨询第三方. 系统分析软件为Cochrane

[5]

设计细节, 是否随机, 随机方法, 失访者例数, 随
访时间; (3)治疗方案, 治疗前后H pylori 诊断方
法, H pylori 根除例数和不良反应发生例数. 运
用Jadad评分系统评价各研究的质量: 随机化、

对主要抗菌素的耐药状况有明显差异 , 因此国

协作网提供的Revman(版本4.2.2)以及SPSS13.0.

外序贯疗法的经验和资料并不一定适合中国.

Breslow-Day检验评价各研究之间的异质性. 运

在国内, 虽然有多个临床试验提示序贯疗法具

用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危险度; 当存在异质性时,

有比三联疗法更高的H pylori 根除率, 并在“第

运用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危险度. 主要评价结果

三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若干问题共识意见会

为: (1)比较10日序贯疗法与7日或10日标准三联

议”上推荐为B级或C级新疗法 , 但目前尚缺

疗法的H pylori 根除率; (2)H pylori 根除过程中不

乏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以证实其确切疗效.

良反应的发生率. 使用漏斗图评价出版偏倚.

[6]

因此, 本研究对国内相关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的数据进行荟萃分析, 旨在提供更准确可信的

2 结果

循证医学证据.

2.1 检索结果 在18个可能相关的文献中, 阅读
全文后排除了9篇文献(其中有综述、非临床试

1 材料和方法

验、国外资料的荟萃分析、不同的干预措施

1.1 材料 以检索词“幽门螺杆菌”、“序贯”

等). 最终纳入了9项研究[7-15]进行评价. 需要强调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2008年)、万方

其中一项来自赵太云 et al [16]的研究, 由于其序贯

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1984-2009年)、中国生

疗法中前5 d使用了2种抗菌素而被剔除. 9项研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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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367
■相关报道

序贯疗法与7日三联疗法的H pylori 根除率比较

意大利Francesco

et al 于2001年首
Study or		

序贯疗法组

三联疗法组(7日)

RR(fixed)

Weight

RR(fixed)

sub-category

n /n

n /n

%

95%CI

赵大国 et al 2006

39/43

30/42			

13.32

1.27 [1.03, 1.57]

王靖飞 et al 2007

47/49	

41/48			

18.17

1.12 [0.99, 1.28]

李曜 et al 2008

37/41

30/41			

13.16

1.23 [1.00, 1.52]

马春曦 et al 2008

56/67

41/63			

18.54

1.28 [1.04, 1.58]

钱韶红 et al 2008

38/42

28/38			

12.90

1.23 [0.99, 1.52]

王军毅 et al 2008

46/49	

33/43			

15.42

1.22 [1.02, 1.46]

吴礼浩 et al 2008

26/28

19/27			

8.49

1.32 [1.01, 1.72]

302			

100.00

1.23 [1.14, 1.33]

Total (95%CI)		

319		

95%CI		

Total events: 289(序贯疗法组), 222[三联疗法组(7日)]
Test for heterogeneity: χ2 = 2.45, df = 6 (P = 0.87), I2 = 0%
Test for overall effect: Z = 5.40 (P <0.00001)
					

0.5

					

表 2

0.7

1

Favours三联疗法

1.5

2

Favours序贯疗法

序贯疗法与10日三联疗法的H pylori 根除率比较

Study or		

序贯疗法组

三联疗法组(10日)

sub-category

n /n

n /n

陈文提 et al 2008

64/67

文静 et al 2008

38/40

Total (95%CI)		

107		

RR(fixed)

Weight

95%CI		

RR(fixed)

%

95%CI

58/67			

63.74

1.10 [0.99, 1.23]

33/40			

36.26

1.15 [0.98, 1.35]

107			

100.00

1.12 [1.02, 1.23]

Total events: 102(序贯疗法组), 91[三联疗法组(10日)]
Test for heterogeneity: χ2 = 0.19, df = 1 (P = 0.66), I2 = 0%
Test for overall effect: Z = 2.49 (P = 0.01)
					
					

0.5

0.7

Favours三联疗法

1

1.5

2

Favours序贯疗法

究共纳入835例患者. 各组患者的年龄、男女构

92.9%(95%CI: 91.0%-94.9%), 而7日三联疗法
日三联疗法
三联疗法

成比及病程均无统计学差异.
2.2 H p y l o r i 根除率的荟萃分析结果 10日序
日序
序

H pylori 根除率为74.9%(95%CI: 69.8%-80.0%),
RR为1.24(95%CI: 1.15-1.33, P <0.001). 第2组

贯疗法分别与7日或10日三联疗法比较,
日或10日三联疗法比较,
或10日三联疗法比较,
日三联疗法比较,
三联疗法比较, 总的

2项研究, 共纳入214例患者 [7,13] . 序贯疗法的

H pylori 根除率分别为92.0%、73.7%和84.5%,
多 组 秩 和 检 验 提 示 三 者 存 在 显 著 差 异 (P =
0.002). 进一步分析将9项研究数据分为2组, 第

H pylori 根除率为95.3%, 10日三联疗法的
日三联疗法的
三联疗法的H pylori 根除率为84.5%, RR为1.12(95%CI: 1.02-1.23,
P = 0.01, 表2).
2). 以上结果均表明序贯疗法明显优

1组为序贯疗法与7日三联疗法的比较,
日三联疗法的比较,
三联疗法的比较, 第2组

于7日或10日三联疗法.
日或10日三联疗法.
或10日三联疗法.
日三联疗法.
三联疗法.

为序贯疗法与10日三联疗法的比较.
日三联疗法的比较.
三联疗法的比较. 第1组7项

2.3 不良反应发生率 8项研究提供了不良反应的

[8-12,14,15]

. 根据I T T分析

例数[7-12,14-15]. 常见的不良反应有腹泻、纳差、恶

显示, 序贯疗法H pylori 根除率为91.1%(95%CI:

心、呕吐、腹痛、味觉异常等. 序贯疗法不良

87.5%-94.7%), 而7日三联疗法
日三联疗法
三联疗法H p y l o r i 根除

反应的平均发生率为18.8%, 7日三联疗法不良
日三联疗法不良
三联疗法不良

率为73.7%(95%C I: 67.9%-79.5%), 相对危险

反应的平均发生率为16.7%, RR为1.15(95%CI:

度(relative risk, RR)为1.23(95%CI: 1.14-1.33,

0.77-1.73); 序贯疗法与10日三联疗法不良反应
日三联疗法不良反应
三联疗法不良反应

P <0.001, 表1);
1); 根据方案数据(perprotocol population, PP)分析显示, 序贯疗法H pylori 根除率为

的发生率分别为11.9%和6%, RR为2.14(95%CI:

研究, 共纳入621例患者

www.wjgnet.com

0.61-7.47). 以上结果均说明两种方案在不良反

先提出了根除

H pylori 的序贯疗
法, Jafri et al 和童
锦禄等分别发表
了关于序贯疗法
国外文献的荟萃
分析, 均得出序贯
疗法优于经典三
联疗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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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研究证明了中
国人群中序贯疗
法均明显优于7日
及10日三联疗法,
为序贯疗法在中
国人群应用提供
可靠的循证医学
证据, 可成为根除
H pylori 的一线治
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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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发生率上无差异.

贯疗法与10日三联疗法比较RR为1.12(95%CI:

2.4 敏感性分析和出版偏倚 敏感性分析过程中

1.02-1.23), 均提示序贯疗法优于三联疗法. 同时,

排除了1项低质量试验. 出版偏倚使用漏斗图分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无差异; 由于序贯疗法前5 d

析未见明显不对称, 说明无出版偏倚.

只使用一种抗菌素, 对比10日三联疗法具有经

3 讨论

H pylori 是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胃MALT
淋巴瘤等疾病的重要致病因子, 目前学者建议
新的H pylori 根除指征包括: (1)必须根除: 消化
性溃疡、低度恶性胃M A LT淋巴瘤、早期胃
癌术后; (2)支持根除: 胃黏膜萎缩、糜烂性慢
性胃炎、非溃疡性消化不良、计划长期使用
NSAIDs、有胃癌家族史、个人要求治疗者 [6].
一种理想的治疗方案需要包括: (1)H pylori 根除
率≥90%; (2)溃疡愈合迅速, 症状消失快; (3)患
者依从性好; (4)不产生耐药性; (5)疗程短, 治疗
简便; (6)价格便宜[17]. 而随着目前H pylori 耐药
率上升, 患者依从性下降等情况的存在, 经典三
联疗法的H pylori 根除率在逐渐下降, 甚至有报

济上的优势. 本研究数据与童锦禄 et al [21]的国外
文献荟萃分析结果相接近. 本研究证明了序贯
疗法明显提高H pylori 根除率, 能成为H pylori 根
除的一线治疗方案.
序贯疗法优于三联疗法的原因目前尚不清
楚, 可能与抗菌素依次使用加强杀菌效果, 患者
依从性好等有关, 但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 (1)尚缺乏对序贯疗法
的确切定义, 多个研究使用的抗菌素稍有差别;
(2)本研究的数据存在无双盲、样本量小等缺陷,
特别是与10日三联疗法的对比有待进一步扩大
样本量; 另外, 由于同时研究消化不良或消化性
溃疡的文献少, 因此缺乏亚组的比较分析, 有待
试验设计方案的改善.

道降至66.6% [2]. 因此, 亟待寻找一种理想的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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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对原子质量, 即A r(A大写斜体, r小写正体, 下角标); 也可采用原子质量, 其单位是u(小写正体). 计量单位
在＋、－、±及-后列出. 如37.6±1.2℃, 45.6±24岁, 56.4±0.5 d. 3.56±0.27 pg/ml应为3.56±0.27 ng/L, 131.6
±0.4 mmol/L, t = 28.4±0.2℃. BP用kPa(mmHg), RBC数用×1012/L, WBC数用×109/L, WBC构成比用0.00表示,
Hb用g/L. M r明确的体内物质以mmol/L, nmol/L或mmol/L表示, 不明确者用g/L表示. 1 M硫酸, 改为1 mol/L硫酸,
1 N硫酸, 改为0.5 mol/L硫酸. 长10 cm, 宽6 cm, 高4 cm, 应写成10 cm×6 cm×4 cm. 生化指标一律采用法定计
量单位表示, 例如, 血液中的总蛋白、清蛋白、球蛋白、脂蛋白、血红蛋白、总脂用g/L, 免疫球蛋白用mg/L;
葡萄糖、钾、尿素、尿素氮、CO2结合力、乳酸、磷酸、胆固醇、胆固醇酯、三酰甘油、钠、钙、镁、非蛋
白氮、氯化物; 胆红素、蛋白结合碘、肌酸、肌酐、铁、铅、抗坏血酸、尿胆元、氨、维生素A、维生素E、
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6、尿酸; 氢化可的松(皮质醇)、肾上腺素、汞、孕酮、甲状腺素、睾酮、叶酸
用nmol/L; 胰岛素、雌二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维生素B12用pmol/L. 年龄的单位有日龄、周龄、月龄和岁.
例如, 1秒, 1 s; 2分钟, 2 min; 3小时, 3 h; 4天, 4 d; 5周, 5 wk; 6月, 6 mo; 雌性♀, 雄性♂, 酶活性国际单位IU =
16.67 nkat, 对数log, 紫外uv , 百分比%, 升L, 尽量把1×10-3 g与5×10-7 g之类改成1 mg与0.5 mg, hr改成h, 重量γ
改成mg, 长度m改成mm. 国际代号不用于无数字的文句中, 例如每天不写每d, 但每天8 mg可写8 mg/d. 在一个
组合单位符号内不得有1条以上的斜线, 例如不能写成mg/kg/d, 而应写成mg/(kg•d), 且在整篇文章内应统一. 单
位符号没有单、复数的区分, 例如, 2 min不是2 mins, 3 h不是3 hs, 4 d不是4 ds, 8 mg不是8 mgs. 半个月, 15 d; 15
克, 15 g; 10%福尔马林, 40 g/L甲醛; 95%酒精, 950 mL/L酒精; 5% CO2, 50 mL/L CO2; 1∶1 000肾上腺素, 1 g/L
肾上腺素; 胃黏膜含促胃液素36.8 pg/mg, 改为胃黏膜蛋白含促胃液素36.8 ng/g; 10%葡萄糖改为560 mmol/ L或
100 g/L葡萄糖; 45 ppm = 45×10-6; 离心的旋转频率(原称转速)用r/min, 超速者用g ; 药物剂量若按体质量计算, 一
律以“/kg”表示. (科学编辑: 李军亮 2009-11-18)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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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国其他感染性腹泻报告病例信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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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卫生问题
之一, 据WHO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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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病在全球死因
顺位中列第7位,
在中国其发病率
仅次于上呼吸道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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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nalyze the etiological and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fectious
diarrhea (other than cholera, dysentery, typhoid
and paratyphoid) cases reported in China in 2008.

■同行评议者

潘秀珍, 教授, 福
建省立医院消化
内科

METHODS: The data of infectious diarrhea (other than cholera, dysentery, typhoid and paratyphoid) cases reported in China in 2008 were
retrieved from Chinese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nd analyzed.
RESULTS: Of more than 70 million cases of in-

fectious diarrhea (other than cholera, dysentery,
typhoid and paratyphoid) reported, 50.98% of
the cases and 69.64 % of the deaths occurred in
children aged ≤ 5 years. In nearly 30 000 cases
with pathogen information, viruses (90.65%)
and bacteria (8.97%) were found to be major
pathogens. In bacterial diarrhea,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65.26%) and Salmonella (20.70%)
are major pathogens, accounting for 85.96%. In
viral diarrhea, rotavirus (92.75%) and adenovirus (4.34%) are major pathogens, accounting for
97.09%.
CONCLUSION: Infectious diarrhea (other than
cholera, dysentery, typhoid and paratyphoid)
mainly affects children aged less than 5 years.
The diagnostic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pathogens of infectious diarrhea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health. However, the
quality and timeliness of the reported information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the data need to
be enriched.
Key Words: Infectious diarrhea; Etiology; Surveillance; Data analysis
Zhang X, Gao YJ, Feng ZJ, Wang ZJ, Ran L. Analysis of
the pathogens in infectious diarrhea (other than cholera,
dysentery, typhoid and paratyphoid) cases reported in
China in 2008.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09; 17(32):
3370-3375

摘要
目的: 了解2008年我国其他感染性腹泻的流
行概况和病原学.
方法: 对中国疾病控制信息系统“疾病监测
信息报告管理系统”2008年收到的全国其他
感染性腹泻的病例报告的病原信息进行统计
分析.
结果: 在报告的70余万病例中, 5岁及以下儿
童占病例总数的50.98%, 死亡总数的69.64 %.
4.03%的病例报告了病原学诊断结果, 其中
90.65%为病毒性, 8.97%为细菌性. 在报告的
病毒性感染性腹泻中, 以轮状病毒(92.75%)和
腺病毒(4.34%)感染为主. 在报告的细菌性感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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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感染性腹泻主要危害5岁以下儿童. 腹
泻病病原诊断信息具有公共卫生学意义, 感染
性腹泻病病原诊断信息报告率和报告质量亟
待提高.
关键词: 感染性腹泻; 病原学; 监测;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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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病例数(n , ×103)

染性腹泻中, 以副溶血弧菌(65.26%)和沙门菌
(20.70%)感染为主.

■研发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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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8年其他感染性腹泻周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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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流行病学概况 2008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

0 引言

直辖市)共报告其他感染性腹泻病例733 796例,

在我国其他感染性腹泻是丙类传染病, 对感染

报告发病率为55.54/10万, 报告死亡56例.

性腹泻诊断和报告的依据为《感染性腹泻诊断

2.1.1 地区分布: 报告病例数居前5位的地区为

标准(WS271-2007)》, 其中对感染性腹泻的定

浙江(111 904)、广东(111 304)、河北(49 089)、

义为“由病原微生物及其产物或寄生虫所引起

北京(48 647)和天津(44 161), 占全国报告病例

的、以腹泻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传染病, 本

总数的49.76%. 报告发病率居前5位的地区为

标准则仅指除霍乱、痢疾、伤寒、副伤寒以外

天津(396.06/10万)、北京(297.90/10万)、浙

的感染性腹泻”. 当今, 感染性腹泻普遍流行

江(221.15/10万)、宁夏(147.61/10万)和广东

于世界各地, 是全球性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117.79/10万).

[1]

一 . 在我国, 2008年其他感染性腹泻在38种法
[2]

2.1.2 时间分布: 其他感染性腹泻报告病例数

定传染病中发患者数居前3位 . 其他感染性腹

在夏季和冬季出现了2个高峰, 第1个高峰在第

泻病例可以按照临床诊断的标准进行诊断和报

23-34周, 第二个高峰在第45-50周(图1).

告, 目前没有特别要求提供病原学检测结果. 在

2.1.3 人群分布: 报告病例中, 男性436 597例, 女

“全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上报告的

性297 199例, 男女性别比为1.47∶1; 0-1岁组发

其他感染性腹泻的病例中, 有病原学诊断结果

患者数为201 464例, 占总数的27.46%, 报告发

的病例比例很低. 实际上, 许多医院的临床实验

病率为1174.04/10万, 死亡25例, 占死亡总数的

室进行了大量的病原学检测, 但只有少部分通

44.64%; 3岁及3岁以下病例357 112例, 占病例总

过网络进行了报告. 病原学检测结果对于感染

数的48.67%, 死亡38例, 占死亡总数的67.86%; 5

性腹泻的预防和控制有重要的公共卫生的意义,

岁及5岁以下病例374 098, 占病例总数的50.98%,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掌握腹泻病原谱的构成及

死亡39例, 占死亡总数的69.64%. 在报告病例

[3]

变化情况, 为采取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

和死亡患者中, 均以散居儿童为主, 报告病例
354 034例(48.25%), 死亡38例(67.86%).

1 材料和方法

2.2 病原学概况 在网络报告的个案表备注栏里

1.1 材料 2008-01-01/12-31中国疾病控制信息系

提供了病原学诊断的病例共29 587例, 占全部报

统“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收到的其他

告病例总数的4.03%, 其中病毒性感染26 825例,

感染性腹泻的病例报告.

细菌性感染2655例, 真菌感染97例, 细菌/真菌与

1.2 方法 对中国疾病控制信息系统“疾病监测

病毒混合感染14例(表1).

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数据

2.3 病毒性感染性腹泻实验室诊断病例分析 全

清理, 并对流行病学信息进行统计学描述. 通过

国共报告26 825例病毒性感染性腹泻, 其中轮状

数据整理, 对报告病原学信息的病例进行重点

病毒引起的感染24 881例, 占总数的92.75%, 报

分析, 同时对各类病原的病例分布情况进行描

告病例数最少的为杯状病毒2例(表2). 病毒性腹

述, 对重要病原进行详细的数据描述和数据分

泻的发病高峰主要集中在秋冬季(图2).

析. 对收集到的全国其他感染性腹泻的病例报

2.4 轮状病毒实验室诊断病例 轮状病毒报告病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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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病是在全世
界范围内广泛流
行, WHO将食源
性疾病负担作为
当今的研究重点,
并组织相关领域
的专家进行疾病
负担的研究.

WHO发布2009年
卫生统计报告中
指出, 在全球5岁
以下儿童死亡构
成原因中, 腹泻病
占16.8%, 在中国
造成5岁以下儿童
死亡构成原因的
10.5%.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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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感染性腹泻实验室诊断病例各类病原分类统计

病原

报告地区数 报告机构数

病毒
细菌
真菌
混合感染
合计

28
26
15
4
29

322
243
54
5
525

n
26 825
2655
93
14
29 587

构成比(%)
90.66
8.97
0.31
0.05
100.00

A 10
9
8
7
6
5
4
3
2
1
0

2009年11月18日

1

2

3

B 250
表 2

病毒性病原分类统计

分型
报告地区数 报告机构数
n
构成比(%)
轮状病毒
28
294
24 881
92.75
腺病毒
4
8
1164
4.34
轮状/腺病毒
2
4
646
2.41
诺如病毒
5
12
53
0.20
杯状病毒
1
2
2
0.01
未分型
15
31
79
0.29
合计
28
323
26 82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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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8年病毒性其他感染性腹泻病例数月分布. A: 轮
状病毒; B: 腺病毒、轮状病毒/腺病毒及诺如病毒.

例数最多的地区为广东(12 705例, 51.06%), 其次
为浙江(6748例, 27.12%)和北京(1164例, 4.68%).

及9岁组有22例, 占总数的41.51%, 小于19岁及

其中,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报告病例4722例, 浙

19岁组有32例, 占总数的60.38%, 其报告的发病

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报告病例2591例, 居区县报

高峰在2月(11例)和4月(10例). 杯状病毒仅有2

告病例数的前2位. 此外, 有4家医院报告的病

例, 均来自于广西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

例数超过了1000例, 分别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2.6 细菌性感染实验室诊断病例分析 在2655例

属儿童医院(2560例)、珠海市妇幼保健院(1798

细菌性感染性腹泻中有病原学检测信息共1831

例)、深圳市儿童医院(1314例)、宝安区观澜

例. 报告单位(包括各级医院和疾控中心)共200

人民医院(1108例). 轮状病毒感染性腹泻病例

家, 分布在26个省市自治区. 共报告病原20大类,

从10月份起出现升高趋势, 到12月份达到最高

居报告病例数前两位的是副溶血弧菌(1195例)

峰(图2). 在24 881例实验室确诊轮状病毒病例

和沙门菌(379例), 分别占病例总数的65.26%和

中, 15 599例为男性, 9282例为女性, 男女比为

20.70%. 沙门菌病例报告省份和报告机构数最

1.68∶1. 其中, 年龄小于1岁的有14 189例, 占总

多(表3).

数的57.03%; 1-2岁年龄组为7523例, 占总数的

2.7 副溶血弧菌实验室诊断病例 副溶血弧菌病

30.24%, 5岁及5岁以下儿童共报告病例23 916例,

例均为沿海地区报告, 主要集中在上海(1051)和

占总数的96.12%. 报告病例中, 以散居儿童居多

广东(117), 2地区病例占报告病例总数的97.74%.

为23 285例, 占总数的93.59%.

上海市宝山区报告了338例病例, 其中265例为

2.5 其他病毒性病原 病毒性腹泻中报告病例数

宝山区市一宝山分院报告;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据第2位的为腺病毒腹泻(1164例, 4.34%), 主要

报告了116例病例, 其中116例为宝安区西乡人民

集中在广东省(1093例, 93.90%). 珠海市妇幼保

医院报告. 此外, 浙江(24例)、福建(2例)和江苏(1

健院报告病例996例, 报告病例数占腺病毒报

例)也有病例报告. 副溶血弧菌发病的季节性特

告总数的85.57%. 腺病毒腹泻7-11月份为高发

征明显, 在1-3月份病例报告较少, 4月份起开始

月份, 8月份达到发病高峰(180例), 报告病例的

逐渐增多, 在7-9三个月到达高峰(图3). 在报告的

男女性别比为1.77∶1, 发病年龄小于1岁的有

1195例副溶血弧菌病例中, 男女比为0.96∶1, 以

765例, 占总数的65.72%. 报告轮状/腺病毒腹泻

青壮年报告发病数居多, 18-60岁各年龄组均匀

病例最多的地区为广东(596例, 92.26%), 报告

分布, 24-27岁4个年龄组别的发病数最多, 均大

诺如病毒腹泻病例最多的地区也为广东(34例,

于40例.

64.15%). 53例诺如病毒病例中, 男女性别比为

2.8 沙门菌实验室诊断病例 23个省份的126家机

0.71∶1, 感染者主要为儿童和青少年, 小于9岁

构报告了沙门菌实验室诊断病例, 主要集中在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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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其他感染性腹泻实验室诊断病例中细菌类病原分
类统计

病原

报告地 报告机

构成比

n

表 4

■创新盘点

实验室诊断病例沙门菌血清分型统计

血清型

报告省份

鼠伤寒

n

报告病例
构成比(%)

区数

构数

14

103

27.18

6

44

1206

65.87

肠炎

4

14

3.69

副溶血弧菌

5

43

1195

65.26

猪霍乱

8

11

2.90

河弧菌

3

4

5

0.27

伦敦

2

9

2.37

拟态弧菌

1

1

2

0.11

斯坦利

2

6

1.58

创伤弧菌

1

1

1

0.05

德比

3

5

1.32

麦氏弧菌

1

1

1

0.05

都柏林

2

4

1.06

伤寒

2

4

1.06

弧菌

非O-1霍乱弧菌

(%)

2

2

2

0.11

沙门菌

23

126

379

20.70

科特布斯

1

3

0.79

大肠杆菌

12

28

65

3.55

奥兰宁堡

1

2

0.53

克雷伯菌

5

9

53

2.89

鸡

2

2

0.53

弯曲菌

2

6

51

2.79

山夫登堡

1

2

0.53

1

2

0.53

肠球菌

3

3

9

0.49

圣保罗

变形杆菌

4

5

8

0.44

汤卜逊

1

2

0.53

铜绿假单胞菌

3

6

6

0.33

仙台

1

2

0.53

枸橼酸杆菌

2

4

6

0.33

亚利桑那

1

2

0.53

肠杆菌

2

2

5

0.27

猪伤寒

1

2

0.53

阴沟肠杆菌

2

2

4

0.22

阿拉伯

1

1

0.26

产气肠杆菌

1

1

1

0.05

病牛

1

1

0.26

3

3

3

0.16

基桑加尼

1

1

0.26

温和气单胞菌

1

1

1

0.05

韦太夫雷登

1

1

0.26

嗜水气单胞菌

1

1

1

0.05

迪凯氏

1

1

0.26

豚鼠气单胞菌

1

1

1

0.05

B群

4

17

4.49

气单胞菌

3

3

3

0.16

C群

2

11

2.90

牛链球菌

1

1

1

0.05

D群

1

12

3.17

粪链球菌

1

1

1

0.05

E群

1

3

0.79

链球菌

1

1

1

0.05

非A-F群

1

2

0.53

葡萄球菌

3

3

3

0.16

未分型

16

154

40.63

金黄色葡萄球菌

2

2

2

0.11

总计

23

379

100.00

人葡萄球菌

链球菌

1

1

1

0.05

耶尔森菌

3

3

3

0.16

嗜麦芽假单胞菌

1

1

1

0.05

例. 沙门菌实验室诊断病例全年均有报告, 从4

类志贺邻单胞菌

1

1

1

0.05

鲍曼氏不动杆菌

1

1

1

0.05

月份起开始出现增多的趋势, 6-10月份发病水平

粪产碱杆菌

1

1

1

0.05

12

21

26

1.42

宋内

3

4

7

0.38

22个血清型; 43例仅标明了血清群(表4).
(表4).
表4). 鼠伤寒

福氏

4

6

6

0.33

沙门菌的报告省份(14个)和报告病例数(103例)

菌痢

6

8

9

0.49

最多, 占沙门菌病例总数的27.18%, 占有血清分

未分型

2

3

4

0.22

1

1

1

0.05

型病例总数的57.22%. 报告病例主要集中在上

26

200

1831

100.00

志贺菌*

沙雷菌
总计

志贺菌引起的痢疾属国家乙类传染病, 但其中一些病例未更
新为痢疾, 此表根据报告的实际数据统计.

均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 其中9月份病例数最多
(图3). 180例沙门菌病例有血清分型结果, 共有

海、浙江、新疆、广东和北京.
379例沙门菌实验室诊断病例中, 男女比为
1.22∶1. 其中, 年龄小于1岁的有71例, 占总数的
18.73%, 5岁及5岁以下儿童共128例, 占总数的
33.77%. 报告病例中, 以散居儿童居多为115例,

上海、广东、北京和浙江(共289例), 4省病例占

占总数的30.34%.

病例总数的76.25%. 报告病例数最多的为上海

2.9 其他细菌性病原 除沙门菌和副溶血弧菌外,

(135例, 35.62%), 报告沙门菌病例的机构数最多

大肠杆菌、克雷伯菌、弯曲菌和志贺菌也是引

的也为上海, 共有36家医院和疾控中心报告病

起病例数较多的细菌性病原. 全国共有12个省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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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其他感染性腹泻实验室诊断病例中细菌病毒混合
病原分类统计

沙门菌
副溶血弧菌

分类

n

构成比(%)

1

1

8

57.14

3

4

5

35.71

1

1

1

7.14

4

6

14

100.00

报告省份数 报告机构数

轮状病毒/
空肠弯曲菌
轮状病毒/
1

2

3

4

5

6 7
t /mo

8

9 10 11 12

2008年副溶血弧菌与沙门菌病例数月分布图.

真菌类
轮状病毒/
细菌性感染
合计

市自治区28家机构报告大肠杆菌65例, 占总数
的4.72%, 其中包括1起发生在广西桂林某小学

和利用, 发挥其公共卫生价值, 是信息资源的一

的16人的暴发, 患者均为学生, 在学生学校饮用

种浪费. “全国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

水中检出肠道侵袭性大肠艾希氏菌(O144: K).

为腹泻病病原检测信息的报道提供了平台, 部

全国共报告克雷伯菌病例53例, 占细菌性病例

分地区的医疗机构在进行感染性腹泻病例报道

总数的3.85%, 其中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

的同时报告病原检测结果, 使病例个案信息经

医院报告了其中的36例, 占总数的67.92%. 全国

过汇总分析后, 发挥了更大的公共卫生作用. 有

共报告弯曲菌病例51例, 占细菌性病例总数的

病原信息报告的医疗结构数量和已经报告的数

3.70%, 其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报告

据量, 相对于有病原检测能力的医疗机构数量

了41例, 占弯曲菌病例报告总数的80.39%. 空肠

及已经形成的病原检测数据量, 仅仅是“冰山

弯曲菌在世界各地的发病率明显升高, 已成细

一角”[5], 因此本文分析的病原学诊断数据有其

菌性腹泻中最常见的致病菌[4].

局限性. 及时发现聚集病例是暴发监测的主要

2.10 真菌性感染实验室诊断病例分析 全国15个

内容. 网络报告的感染性腹泻病例的病原检测

省份52家机构共报告93例真菌、酵母菌引起的

信息, 为发现聚集病例提供了可能. 网络报道的

感染性腹泻, 男女性别比为1.68∶1, 发病年龄段

病原信息的增加, 将有利于及时发现暴发. 通过

人数最多的为小于1岁年龄组(8例)和1-2岁年龄

2008年的数据分析, 也确实发现了聚集性病例.

组(8例).

目前网络报告的腹泻病原信息中无病原检

2.11 菌/真菌病毒混合感染实验室诊断病例分析

测方法的信息, 无法判断是分离培养到菌毒株

全国共报告14例细菌/真菌和病毒引起的混合感

还是应用免疫学方法、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即

染, 其中以轮状病毒和空肠弯曲菌引起的混合

使是用同样的方法, 不同试剂的灵敏性、准确

感染最多(8例), 均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

性也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 无法评估不同地区和

医院报告, 见表5.

不同医院的数据的可比性. 此外, 部分病原的报
道地区和报道机构相对比较集中, 如报告的腺

3 讨论

病毒腹泻病例中85.57%的病例报道来自珠海市

感染性腹泻全年均有病例报道, 报道发病率为

妇幼保健院, 80.39%的弯曲菌病例由浙江大学

55.54/10万. 全年有2个流行高峰, 第一个高峰在

附属儿童医院报告的, 67.92%的克雷伯菌病例

第6-8月, 多为细菌性病原感染; 第二个高峰在

来自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 这种情况

第11-12月, 多为病毒性感染. 感染性腹泻主要危

的出现与这些医院实验室开展的检验项目、检

害5岁以下儿童. 在2008年全国感染性腹泻的报

验水平、医院对病例诊断结果的报告意识等多

告病例中, 5岁以下儿童病例数超过50%, 占死

种因素有关.

亡病例的69.64%、轮状病毒实验室诊断病例的
96.12%, 沙门菌实验室诊断病例的33.77%.

2008年报告的感染性腹泻病原中包括肠球
菌、变形杆菌、铜绿假单胞菌、枸橼酸杆菌、

病例的病原学检测信息, 经过收集和分析

肠杆菌、鲍曼氏不动杆菌、粪产碱杆菌、沙雷

后反映出病原学的流行规律和变化趋势, 是制

菌等条件致病菌. 其中一些正常肠道菌群中的

定预防控制策略的重要科学依据之一. 医疗机

条件致病菌的致病性如何确认、正常人经常带

构内大量的病原学检测信息, 如果不加以收集

菌的条件致病菌的病原性如何确认, 目前并没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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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诊断标准或报告标准.

本检验和诊断后, 菌毒株和病例信息如能传送

广谱抗生素的使用对肠道正常菌群的破坏

到疾控机构, 继续完成有公共卫生意义的检验

常常导致抗生素性腹泻, 抗生素性腹泻是感染

项目, 并及时反馈给医疗机构, 将会大大提高我

[1]

性腹泻中重要的一类 . 其中艰难梭菌腹泻占有

国感染性腹泻的监测水平, 同时也有益于对腹

重要地位, 在我国已有大量临床报告, 但在2008

泻病例的诊疗.

年网络报告感染性腹泻病例中病原信息未见有
艰难梭菌感染的报告.
诊断和报告标准是基础性的技术文件,
《感染性腹泻诊断标准(WS271-2007)》需要修
订和完善, 增加对抗生素性腹泻、条件致病菌
腹泻的诊断和报告的技术内容. 由于感染性腹
泻病原的多样和复杂性, 需要制定感染性腹泻
的报告细则来提高报告的质量. 疾控部门应指
导和培训医疗机构做好感染性腹泻病病原诊断
信息的报告, 以提高报告质量. 为提高数据的可
比性, 医疗机构需要逐步规范检验方法, 提高实
验室质量管理水平. 医疗机构在完成病原的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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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森 - 路透公布 2008 年 WJG 影响因子 2.081
本刊讯 据汤姆森-路透科技信息集团2009-06-19发布《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的统计结果: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WJG )的总被引次数(TC): 10 822; 影响因子(IF): 2.081; 即年指数: 0.274; 论文
数量: 1112; 半衰期: 3.1; 特征因子(EF): 0.05006. 特征因子这个指标是今年期刊引证报告里新加的一个指标. 与
影响因子不同的是, 这个指标不仅考察了引文的数量, 而且考虑了施引期刊的影响力, 即: 某期刊如果越多地
被高影响力的期刊引用, 则该期刊的影响力也越高. 正如Google考虑超链接的来源, 特征因子也充分考虑引文
的来源, 并在计算中赋予不同施引期刊的引文以不同的权重. 特征因子分值的计算基于过去5年中期刊发表的
论文在期刊引证报告统计当年的被引用情况. 与影响因子比较, 期刊特征因子分值的优点主要有: (1)特征因子
考虑了期刊论文发表后5年的引用时段, 而影响因子只统计了2年的引文时段, 后者不能客观地反映期刊论文的
引用高峰年份; (2)特征因子对期刊引证的统计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更为全面、完整; (3)特征因子的计算
扣除了期刊的自引; (4)特征因子的计算基于随机的引文链接, 通过特征因子分值可以较为合理地测度科研人
员用于阅读不同期刊的时间. 在55种国际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期刊中, WJG 的EF, TC和IF分别名列第6, 9, 32位.
(WJG 编辑部主任: 程剑侠 2009-11-18)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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