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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 许多研究均已证实肿瘤微血管与肿瘤发
生、发展及转移密切相关. 内镜下观察黏膜微
血管是内镜下诊断早期胃癌的重要内容和方
法之一. 但是一直以来由于受传统内镜设备和
技术的条件所限, 此方面研究进展缓慢. 近年
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各种新型消化
内镜设备和技术不断推出, 从而为早期胃癌黏
膜微血管观察和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本文就
相关内容作一综述.
关键词: 早期胃癌; 微血管; 内镜; 成像

■背景资料

当前, 内镜下诊断
已成为早期胃癌
诊断的重要方法.
近年来, 随着科学
技术的迅猛发展,
各种新型消化内
镜设备和技术不
断推出, 这一方面
为早期胃癌黏膜
细微结构的观察
创造了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也给一
直以来发展相对
滞后的早期胃癌
黏膜微血管成像
研究带来了契机.

张建国, 刘海峰. 早期胃癌黏膜微血管内镜成像的研究进展. 世
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 18(21): 2181-2186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8/2181.asp

0 引言
众所周知, 胃黏膜微血管(gastric mucosa microvascular, GMM)是胃黏膜微循环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关乎胃黏膜细胞的正常生长、发育和繁殖.
许多研究均已证实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移与
肿瘤微血管密切相关. 近几年, 随着内镜技术的

Abstract

Currently, many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microvascular angiogenesis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of tumors. Endoscopic imaging
of gastric mucosal microvessels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the diagnosis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However, traditional endoscopic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can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in this regard. In recent years, the emergence of new digestive endoscopy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endoscopic imaging of mucosal microvessels in
patients with early gastric cancer.

突飞猛进, 关于内镜下胃黏膜微细结构的观察
也日益深入. 胃癌, 尤其是早期胃癌, 其微血管
究竟发生和经历着怎样的变化, 新的内镜技术
又是如何捕捉到这些变化并进而为早期胃癌的
诊断提供依据和帮助? 本文旨在对此相关内容
作一综述.
1 GMM变化与胃癌之间的关系及意义
恶性肿瘤微血管与恶性肿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
切的关系, 胃癌同样如此.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
期, 病理学家就发现“肿瘤优先生长在血管周
围”. 1971年, Folkman首次提出了肿瘤生长的
二时相-无血管期和血管期的假说, 即当肿瘤直

Key Words: Early gastric cancer; Microvessel; Endoscopy; Imaging

径在0.1-0.2 m m时, 可以只依靠单纯扩散作用

Zhang JG, Liu HF. Advances in endoscopic imaging
of gastric mucosal microvessels in patients with early
gastric cancer.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181-2186

须有新生血管形成, 否则, 肿瘤将因营养缺乏而

www.wjgnet.com

来维系生长; 当肿瘤直径大于0.3-0.5 mm时, 必
长期处于直径在0.5 mm以下的休眠状态(tumor
dormancy). 时至今日, 这一重要假说已被诸多研

■同行评议者

樊晓明, 主任医
师, 复旦大学附属
金山医院消化科

2182
■研发前沿

早期胃癌黏膜微
血管观察是早期
胃癌内镜下观察
的重要内容. 当前
内镜下黏膜微血
管观察仍主要局
限于变浅血管的
横断面观察上. 如
何实现黏膜微血
管多层面、多角
度的观察及三维
成像或许是未来
新型内镜的研发
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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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证实[1]. 可见, 肿瘤微血管的形成已成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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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黏膜下静脉.

径大于0.3-0.5 mm的肿瘤得以继续生存的必要

胃壁各部黏膜血管分布并不均等一致. 从

条件. 由于目前临床所能发现的胃癌即便是早

构型上看, 胃黏膜层微血管的密度呈梯度分布.

期胃癌, 其直径也多数大于0.3-0.5 mm, 故从理

胃底、胃体黏膜下层存在大量的动静脉吻合支

论上讲, 目前临床所能发现的早期胃癌多已伴

和吻合网[5], 体部尤为密集. 贲门部较胃底、胃

有肿瘤微血管的形成. 因此, 从肿瘤微血管角度

体血管吻合支少, 动静脉多平行排列. 胃窦、幽

认识和发现早期胃癌具备其理论基础. 现代内

门部血管较稀疏. 同一平面, 胃前壁血管较后壁

镜由于自身的微创、直观等特点, 使其在活体

密集, 胃小弯处黏膜下动静脉吻合极少, Piasecki

GMM观察中具有重要地位. 近年来, 通过内镜
观察黏膜微血管变化来识别和发现早期胃癌正
逐渐成为早期胃癌诊断的重要内容和方法.

等[6]学者认为胃小弯处无黏膜下血管丛, 当此处
缺时易发生黏膜坏死或溃疡.
此外, 胃黏膜毛细血管形态也不尽相同. 贲

不仅如此, 近年来的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胃

门部黏膜毛细血管随着黏膜皱襞的起伏形成大

癌微血管的表现与胃癌的病理分型、恶性程

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丛状构型, 毛细血管

度、浸润深度和转移等密切相关[2]. 这不仅极大

围绕胃小凹分布, 如火山口状. 胃底、胃体部黏

充实了早期胃癌的内镜观察内容, 同时也为早

膜层毛细血管相互交连, 呈网格状. 幽门部黏膜

期胃癌的内镜和手术切除提供了帮助. 因此可

层毛细血管构型则呈舌状或柱状, 与人小肠绒

以说加强对GMM的观察和研究, 对早期胃癌的

毛毛细血管构筑形式类似[7].

诊断及治疗均有重要意义.
2 胃癌微血管的解剖
胃癌微血管与正常G M M的解剖构筑存在明显
不同. 弄清黏膜微血管的正常及异常解剖构筑
是内镜下从微血管角度观察、发现早期胃癌的
基础.
2.1 正常GMM的解剖 GMM包括微动脉、微静
脉和毛细血管. 胃黏膜微动脉发自胃黏膜下动
脉丛, 穿过黏膜肌层后分为腺支和小凹支, 二者
在黏膜深层有吻合支. 腺支较短, 在胃腺基底部
迅速分成毛细血管, 呈网状包绕胃腺. 小凹支长
且直, 与胃腺腺管平行走行, 到达腺口附近的表
面上皮下形成多边形蜂窝状小凹周毛细血管环
(网), 内镜所称的“上皮内乳头状毛细血管袢”
(intraepithelial papillary capilary loops, IPCL)即

2.2 胃癌黏膜微血管解剖及其超微结构 多项
研究表明胃癌黏膜微血管与正常G M M存在显
著差异. 从超微结构看, 胃癌具有肿瘤微血管
的普遍特征, 如肿瘤微血管粗细不等、迂曲、
狭窄、扩张间或出现, 可见窦样结构、芽孢状
突起等; 管壁构成显著改变, 管壁变薄, 血管内
皮细胞间隙增大, 连接疏松, 内皮细胞缺失, 肿
瘤细胞构成管壁内层[8], 动静脉难以辨识. 微血
管有效交叉面积减少, 微血管通透性明显增加,
约为正常微血管的10倍 [2] , 组织间隙流体静压
增高. 微血管内血流淤滞, 出现血栓, 缺乏神经
支配等. 胃癌血管解剖构筑的研究方法包括各
种显微镜下观察法, 血管铸型技术, 光电扫描
法, X线血管造影法, 系列切片法, 内镜观察法
等, 除内镜观察法和X线胃血管造影法可用于
活体研究外, 其他方法主要用于超微结构观察

为此处. 胃黏膜毛细血管非常丰富, 由胃黏膜微

等. 尽管常规X线胃血管造影法并不能显示胃

动脉发出, 其多个分支组成毛细血管网, 毛细血

黏膜层内微血管, 但考虑到其在胃癌血管构筑

管网以腺管间最为密集. 从胃黏膜横断面上看,

的宏观研究方面具有优势, 在胃癌浸润深度和

根据毛细血管密度不同, 可将胃黏膜层的微血

范围方面具有特定价值, 故此处对其简要介绍,

管分为底体带、颈体带和小凹带3层 [3], 其中胃

以期对内镜微血管的观察有所助益. X线胃血

黏膜毛细血管在胃腺颈体带密度最高, 小凹带

管造影法将胃癌血管分布分为3个带: 中心带

次之, 底体带最低. 黏膜毛细血管分别在黏膜表

为缺血坏死带, 中间带为环绕中央坏死区的广

面、腺颈和腺底3个水平汇入静脉 [4], 黏膜内静

泛吻合的血管袢, 外带是呈放射状分布的外周

脉存在两种吻合: 一是黏膜微静脉直支始端在

血管. Borrmann2、3型胃癌此3带显示最为清

腺颈部或小凹底部水平的吻合; 二是介于胃腺

楚 [9] . 目前, 胃癌微血管的基础研究还很滞后,

底与黏膜肌层间的胃腺底静脉网. 毛细血管后

对于胃癌微血管构筑还有许多未知和疑惑, 这

静脉汇入黏膜微静脉, 再返回腺体间, 在腺体基

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胃癌微血管临床研

底部形成静脉网, 之后黏膜静脉穿越黏膜肌层

究的进一步提升.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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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早期胃癌微血管内镜研究进展

期胃癌血管变化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和应用前景.

现代胃镜自1957年诞生至今已有50余年历史了,

更多、更大样本的有关研究报道值得期待.

他的出现为消化疾病的诊治带来了革命性变化.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成像技术观察胃微血

然而, 传统白光内镜(white light imaging endos-

管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 整合在普通内镜

copy, WLI)在黏膜微细结构包括黏膜微血管的

上的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成像技术前端长约4.3

观察上存在明显不足. 一段时间以来, 黏膜微血

mm, 为不可弯曲部, 在有限的胃腔内无法做大

管的形态观察成为传统白光内镜观察胃部病变

角度的调整, 某些部位无法垂直观察, 存在图像

的一个盲点. 这极大制约了内镜对早期胃癌的检

伪影, 观察视野狭小, 图像质量有待提高等. 扫

出. 近年来, 随着越来越多新型消化内镜设备和

描范围更广、深度更深、成像质量更佳、更加

技术的推出, 这一情况有了明显改善. 现对此介

微型化是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成像技术未来的

绍如下.

研发方向.

3.1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成像技术 与传统内镜

3.2 富士能智能电子分光技术 富士能智能电子

不同,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成像技术的本质在

分光技术(Fuji intelligent color enhancement/Fu-

于去除非焦平面上的杂散光, 获取Z轴方向的

jinon intelligent chromoendoscopy, FICE), 又称

图像, 可将图像放大1 000倍, 可对胃黏膜进行

作多带显像(multiple band imaging, MBI)或计算

表层到黏膜深层不同平面的观察, 可在体观察

机虚拟色素内镜(computed virtual chromoendos-

细胞及亚细胞结构, 达到光学活检的目的. 静脉

copy, CVC), 是日本富士株式会社与国立大学法

使用10%的荧光素钠使得黏膜微血管与周围组

人千叶大学共同研发的新型内镜成像技术. 他

织产生了强烈对比, 加之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

基于光谱分析技术原理而成. 虽然FICE系统与

成像技术的成像特点, 使得共聚焦激光显微内

窄带内镜成像技术(narrow band imaging, NBI)系

镜成像技术成为目前较为理想的观察G M M的

统同为“电子染色”技术, 都可以显著提高毛

方法[10].

细血管形态的对比度并清晰地对浅表赘生物微

在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成像技术图像中,

血管形态改变及纹理进行可视化分析, 但与后

正常胃底、胃体黏膜胃小凹表现为类圆形结构,

者不同, FICE系统没有安装特殊的窄带干涉滤

小凹开口也为类圆形, 其周围是排列整齐的胃

光片, 而是将普通电子内镜图像分解成单一波

上皮细胞. 在深层图像中, 可见到围绕胃小凹的

长的分光图像, 通过光谱估计与电子分光技术

蜂窝状微血管结构. 胃窦部黏膜胃小凹表现为

选用任意波长红(R)、绿(G)、蓝(B)三色光组合,

长度近乎一致、连续性短棒状结构, 开口为裂

产生独立波长的频谱图像, 并通过光谱估计处

隙状. 在深层图像中, 可见到线圈状微血管结构.

理器重建得到FICE图像. 他可以在400-600 nm

胃癌时, 由于黏膜血管的超微结构的变化, 共聚

以5 nm间隔任意选择波长, 最多可有50种波长

焦激光显微内镜成像技术图像可表现为: 胃小

组合, 目前常用的富士能EPX-4400系统具有10

凹结构消失, 规则的线圈状或蜂窝状毛细血管

种波长的光组合预设, 以达到电子染色的目的.

光亮带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境界模糊、不规则
[11]

[12]

组织表层的精细结构及颜色对诊断疾病极

的、成片的光亮带 . 刘红等 采用共聚焦激光

为重要, 而这依赖于他们对光波的折射与吸收.

显微内镜成像技术对早期胃癌黏膜血管形态变

选用的光波波长不同, 所得图像也不同. 短波

化规律进行了研究. 早期胃癌黏膜微血管在共

400-500 nm适用于观察黏膜表层. 550 nm左右

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成像技术下存在3种形态类

波长更适合观察血管结构及走行. 不同组合的

型: Ⅰ型表现为微血管数目增多, 粗细不等, 排

RGB可呈现不同的颜色及不同的深度. 这样有

列不规则; Ⅱ型表现为微血管数目减少, 排列不

利于观察组织表层结构, 毛细血管走向, 黏膜微

规则; Ⅲ型表现为规则排列的微血管网, 呈蜂窝

细凹凸变化, 黏膜微血管和黏膜表面的深层结

状或线圈状沿胃小凹排列. 其中, Ⅰ型血管与高

构, 对于黏膜及黏膜下层的病变诊断具有较高

分化早期胃癌关系密切, 预测高分化早期胃癌

的应用价值. 内镜医生可根据所要观察的组织

的敏感度为70%, 特异度为95%; Ⅱ型血管与低

结构选择最合适的波长组合[13].

分化早期胃癌关系密切, 其预测低分化早期胃

目前对于早期胃癌采用何种波段组合观察

癌的敏感度为83%, 特异度为96%. 类似的研究

为最佳尚无统一认识. Pohl等 [14]对比后发现使

也都显示出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成像技术在早

用B波段波长较短的组合可同时对黏膜凹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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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纹理进行有效观察, 提出以R = 500 nm、

康志愿者符合Ⅱ型微血管改变; 80.53%(91/113)

G = 480 nm、B = 420 nm观察效果最好. 毛利等

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符合Ⅰ型微血管改变;

研究发现使用530 nm附近的光波对浅表凹陷型

92.86%(13/14)的早期胃癌患者符合Ⅲ型、Ⅳ型

早期胃癌的边界诊断价值最大. 吴云林

[15]

采用

微血管改变, 早期胃癌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差

R = 550 nm、G = 500 nm、B = 470 nm对表面型

异有统计学意义, 与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组

及凹陷型早期胃癌血管进行观察, 采用R = 580

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80%的黏膜癌符

nm、G = 520 nm、B = 460 nm对隆起型早期胃

合Ⅲ型改变, 75%的黏膜下癌符合Ⅳ型改变, 黏

癌血管进行观察, 效果较好. 总之, 今后需继续

膜癌组与黏膜下癌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扩大FICE相关研究和应用, 以期及早摸索出适

该研究显示GMM改变与组织诊断密切相关, 放

用于早期胃癌诊断的最佳波段组合.

大胃镜可提高早期胃癌的检出率, 且有助于判

3.3 放大内镜观察术 放大内镜(magnifying en-

断癌变浸润深度. 尽管如此, 由于在单纯白光放

doscopy)又称显微内镜, 其结构和原理与普通

大内镜下, 微血管对比度较低, 显像仍欠佳, 这

内镜无本质区别, 只是在物镜与导光束或物镜

成为放大白光内镜观察早期胃癌微血管的瓶颈.

与微型摄像机间装有不同倍数的放大镜头, 同

目前, 越来越多的研究倾向于将放大内镜与NBI

时像素更密集, 其参考单位是0.1 mm的点状或

或FICE等系统联合应用, 以提高观察效果, 初步

线状微细形态. 新型放大内镜为变焦内镜, 可

结果比较满意.

放大60-170倍, 接近实体显微镜的放大倍数, 可

3.4 NBI 普通电子内镜采用20-30 r/s转速的RGB

重点观察隐窝、腺管开口形态或黏膜下血管

三原色广谱滤光片, 覆盖了可见光400-800 nm

形态, 对早期黏膜病变的诊断有较高价值. 目

波谱范围, 与普通照明光类似, 图像逼真清晰,

前, 在国内外使用较先进的放大内镜有奥林巴

但不能提高毛细血管和微血管的对比度. 由日

斯GIF-Q240Z和富士EG-410CR、ZOOM放大型

本国立癌中心医院和Olympus公司共同开发的

G-485ZH、EG-450ZH等.

N B I克服了这一难题. 他利用生物组织特别是

条纹状、网格状的小凹以及肿瘤血管的出

人体红细胞的不同波谱吸收峰(即消化道黏膜

现和集合静脉、真毛细血管网的消失为放大内

表面毛细血管对415 nm的蓝光吸收率高, 而黏

镜下早期胃癌的特征性改变. 放大内镜下的微

膜表面下微血管对540 n m的绿光吸收率高)以

血管变化有助于胃黏膜内癌的分化程度的判

及处于这些吸收峰范围内的光波在人体黏膜组

断. 在分化型, 癌变区界限清楚, 癌变区上皮下

织内的穿透深度不同(即在可见光谱中, 光子渗

毛细血管和集合静脉消失, 并出现大小、外形

透到胃黏膜组织的深度取决于光源的波长, 波

和分布不规则的肿瘤微血管. 在未分化型, 癌细

长越短, 黏膜渗透深度越浅)[16,18-20]. 采用窄带干

胞向黏膜深层侵袭而不破坏表层上皮, 因此可

涉蓝/绿滤光片, 产生中心波长分别为415 nm、

观察到上皮下的毛细血管. 对肿瘤浸润深度的

540 nm, 带宽为30 nm的蓝绿窄带光波作为光源

判断, 一般认为黏膜下癌影响集合静脉和真毛

照明, 进而获得对比效果突出的不同黏膜层次

细血管形态的程度与固有层内癌细胞的密度有

的毛细血管和微血管形态图像(根据物体颜色

关, 黏膜内癌对集合静脉和真毛细血管的影响

显示取决于光的波长, 波长愈长的光趋向于红

相对要小些. Nakayoshi等[16]采用放大内镜对胃

色, 波长愈短的光趋向于紫色的原理, 415 nm光

黏膜血管研究后, 将GMM变化分为4型. Ⅰ型:

主要显示表浅血管成褐色, 而540 nm光可将黏

未见黏膜微血管; Ⅱ型: 海星状; Ⅲ型: 细网状或

膜下层的微血管显示为蓝绿色 [21], 使胃癌的早

螺旋状; Ⅳ型: 不规则或粗大新生血管. 幽门螺

期诊断成为可能.

杆菌相关性胃炎在放大内镜下多表现为Ⅰ型微

相对于早期食管癌、结肠癌的研究, NBI对

血管改变; Ⅱ型微血管改变仅在正常胃黏膜或

早期胃癌的研究报道较少. Yao等[22]报道在早期

良性病变中出现; Ⅲ型、Ⅳ型微血管改变均出

胃癌发生时, 常伴有表浅血管结构的变化, 如血

现在癌中. 其中Ⅲ型多见于分化型癌, Ⅳ型多见

管形态变化, 新生血管的形态等. Kato等[23]研究

于未分化型癌. 国内刘变英等[17]对215例常规胃

后认为WLI主要依靠靶组织病变的颜色和形态

镜观察下有胃黏膜粗糙、糜烂、斑块、颜色异

来诊断早期胃癌, 而他们通常是非特异的, 即便

常、微隆或凹陷等改变的患者及20例健康志愿

使用高分辨率的W L I, 仍有约25%早期胃癌无

者, 应用放大胃镜观察, 结果发现95%(19/20)健

法正确诊断, 显示出W L I诊断早期胃癌的局限
www.wjgnet.com

张建国, 等. 早期胃癌黏膜微血管内镜成像的研究进展				

性. 使用NBI, 可以获得清晰的胃黏膜微细结构

内容, 必将为内镜医生更加全面、理性判断和

(fine mucosal structure, FMS)和微血管图像, 并

评估微血管变化提供帮助. 因此, 我们认为, 具

根据黏膜微结构三联体-微结构消失、微血管

有纵深观察、三维显像及血流动力学定量分析

扩张和不均一性改变判断早期胃癌, 与W L I相

功能的集成内镜或许是未来内镜发展的新方向.

比, 早期胃癌的检出率提高13%(达89.4%), 特异

总之, 鉴于黏膜微血管与早期胃癌诊断之间的

性(98%)、准确性(89.4%)也均显著提高, 成为

密切关系, 今后应加强早期胃癌微血管变化的

早期胃癌诊断的有效手段之一. Ezoe等

[24]

基于

基础研究, 并积极研发更为理想的新型内镜设

NBI联合放大内镜可以更好观察黏膜表面和微

备和技术, 这无疑对于提高早期胃癌检出率具

血管结构这一背景, 对放大内镜联合NBI内镜系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值得期待.

统与单纯放大WLI对于小凹陷型胃黏膜病变的
诊断进行了前瞻性研究后发现, 放大内镜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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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scopic imaging. J Biomed Opt 2004; 9: 568-577
Zonios G, Perelman LT, Backman V, Manoharan

管结构(irregular microvascular pattern, IMVP),
则诊断为癌; 若DL或IMVP难以辨认, 则病变暂
难定性; 若DL或IMVP均不可见, 则诊断为非癌
性病变. 结果其诊断的准确性(79% vs 44%, P =
0.001)、敏感性(70% vs 33%, P = 0.005)明显高
于放大WLI, 特异性也高于WLI(89% vs 67%),
但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4 结论

3
4
5
6

7
8

尽管各种新型内镜设备和技术的推出, 使得
GMM的观察大为改观, 但相对于胃小凹等黏膜
微结构观察的明显进步, 黏膜微血管的观察仍
相对滞后, 观察水平和内容较低, 效果欠佳. 究
其原因, 除了胃癌微血管基础研究还很落后外,
我们认为主要还有以下两点: 一是GMM及毛细

9
10
11
12

血管非常纤细, 且与黏膜表层垂直走行. 目前的
新型内镜如放大内镜乃至放大倍数接近1 000倍

13

的共聚焦内镜拥有足够的放大效果, 并通过各
种方法力图增加血管对比度, 但由于仅从横断
面上观察微血管, 只能获得黏膜微血管的二维
断面解剖信号, 除了缺乏立体感容易造成微血
管信号的遗漏和误判外, 由于二维层面所呈现
的血管信号十分有限, 要远少于三维层面, 这种

14

15
16

观察层面的缺失势必导致了微血管信号观察、
判断的缺失, 进而制约了早期胃癌的检出; 二是
与食管黏膜、结肠黏膜微血管相比, 由于胃黏
膜表层要更厚些, GMM通常比较隐蔽, 不那么显
露, 也成为新型内镜观察GMM较之观察Barrett's

17

18

食管、结肠病变等微血管不够理想的原因之一.
此外, 目前新型内镜仍主要集中在对微血管解

19

剖形态的观察上, 缺少对黏膜微血管血流动力
学的定量观察和分析, 倘若能将定性观察与定
量分析相结合, 必将极大充实黏膜微血管观察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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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外文字符标准
本刊讯 本刊论文出现的外文字符应注意大小写、正斜体与上下角标. 静脉注射iv, 肌肉注射im, 腹腔注射ip, 皮
下注射sc, 脑室注射icv, 动脉注射ia, 口服po , 灌胃ig. s(秒)不能写成S, kg不能写成Kg, mL不能写成ML, lcpm(应
写为1/min)÷E%(仪器效率)÷60 = Bq, pH不能写PH或PH, H pylori 不能写成HP, T1/2不能写成tl/2或T1-2, V max
不能Vmax, µ不写为英文u. 需排斜体的外文字, 用斜体表示. 如生物学中拉丁学名的属名与种名, 包括亚属、
亚种、变种. 如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 Ilex pubescens Hook, et Arn.var.glaber Chang(命名者
勿划横线); 常数K ; 一些统计学符号(如样本数n , 均数mean, 标准差SD, F 检验, t 检验和概率P , 相关系数r ); 化学
名中标明取代位的元素、旋光性和构型符号(如N , O , P , S , d , l )如n -(normal, 正), N -(nitrogen, 氮), o -(ortho, 邻),

O -(oxygen, 氧, 习惯不译), d -(dextro, 右旋), p -(para, 对), 例如n -butyl acetate(醋酸正丁酯), N -methylacetanilide(N甲基乙酰苯胺), o -cresol(邻甲酚), 3-O -methyl-adrenaline(3-O-甲基肾上腺素), d -amphetamine(右旋苯丙胺),

l -dopa(左旋多巴), p -aminosalicylic acid(对氨基水杨酸). 拉丁字及缩写in vitro , in vivo , in situ ; Ibid, et al , po , vs ;
用外文字母代表的物理量, 如m (质量), V (体积), F (力), p (压力), W (功), v (速度), Q (热量), E (电场强度), S(面
积), t (时间), z (酶活性, kat), t (摄氏温度, ℃), D (吸收剂量, Gy), A (放射性活度, Bq), ρ(密度, 体积质量, g/L), c (浓
度, mol/L), j(体积分数, mL/L), w (质量分数, mg/g), b (质量摩尔浓度, mol/g), l (长度), b (宽度), h (高度), d (厚度),

R (半径), D (直径), T max, C max, V d, T 1/2 CI 等. 基因符号通常用小写斜体, 如ras , c-myc ; 基因产物用大写正体, 如P16
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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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 synergistic
effect between oxaliplatin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 (TRAIL)
in inducing the apoptosis of gastric cancer
BGC823 cells.
METHODS: After BGC823 cells were cultured
and treated with TRAIL and/or oxaliplatin, cell
proliferation was measured using MTT assay;
cell apoptosis was determined by flow cytometry after propidium iodide staining;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ipid rafts and death receptors 4
www.wjgnet.com

(DR4) on cell membrane was analyzed by immunofluorescence staining with anti-cholera toxin
B subunit, anti-DR4 antibody and rhodamineconjugated fluorescent secondary antibody.
RESULTS: After BGC823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1-1 000 µg/L TRAIL for 24 h, the reduced rates of
cell proliferation did not exceed 20%. Treatment
with 100 µg/L TRAIL for 24 h induced about 10%
inhibi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and 4.12% ± 1.26%
cell apoptosis. After BGC823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1-50 mg/L oxaliplatin for 24 h, it was found
that the 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50)
was 37.36 mg/L ± 8.12 mg/L. Treatment with oxaliplatin (38 mg/L, IC50 dose) plus TRAIL resulted
in a dramatic increase in cell apoptosis when
compared to treatment with TRAIL alone (19.83%
± 4.21% vs 40.42% ± 5.78%, P < 0.05). TRAIL at a
concentration of 100 µg/L did not induce obvious
lipid raft aggregation or DR4 clustering. Oxaliplatin (38 mg/L) significantly promoted lipid raft aggregation and DR4 clustering and induced the colocalization of DR4 and lipid rafts. Treatment with
oxaliplatin and TRAIL for 24 h also induced DR4
clustering into aggregated lipid rafts.

■背景资料

TRAIL是肿瘤坏
死因子家族的成
员之一, 化疗药可
增强肿瘤细胞对
TRAIL诱导凋亡
的敏感性. 本文探
讨了奥沙利铂对
TRAIL诱导胃癌
细胞凋亡的影响
及机制.

CONCLUSION: Oxaliplatin enhances TRAILinduced BGC823 cell apoptosis by clustering
DR4 into lipid rafts.
Key Words: Tumor necrosis factor-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 Oxaliplatin; Gastric cancer;
Apoptosis; Lipid raft
Xu L, Liu J, Liu YP, Qu XJ, Zhang Y, Hou KZ, Jiang YH.
Oxaliplatin enhances TRAIL-induced apoptosis of gastric
cancer BGC823 cell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187-2191

摘要
目的: 探讨奥沙利铂和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
亡诱导配体(TRAIL)对胃癌BGC823细胞联合
作用的机制.
方法: 不同浓度的TRAIL和/或奥沙利铂作用
于人胃癌细胞系BGC823细胞, MTT检测细胞
增殖能力. 流式细胞术PI染色检测细胞凋亡.

■同行评议者

张俊, 副教授, 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
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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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对TRAIL耐
药原因目前尚不
明确, 需要深入
探讨机制, 提高
胃癌对TRAIL的
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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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从而诱导凋亡[7,8]. 最近的研究表明, 脂筏在

结果: 1-1 000 µg/L的TRAIL作用BGC823细
胞24 h, 细胞增殖抑制率不超过20%. 100 µg/L
的T R A I L对细胞的增殖抑制率在10%左右.
100 µg/L的TRAIL作用BGC823细胞24 h, 诱导
4.12%±1.26%的细胞凋亡. 1-50 mg/L奥沙利
铂处理BGC823细胞24 h, 抑制细胞增殖50%
的药物浓度(IC50)为37.36 mg/L±8.12 mg/L.
与单药奥沙利铂相比, 奥沙利铂(38 mg/L, 24
h的IC50)联合TRAIL(100 µg/L)作用24 h, 细胞
凋亡比率明显提高(19.83%±4.21% vs 40.42%
±5.78%, P <0.05). 与对照组相比, 100 µg/L的
TRAIL作用BGC823细胞24 h, 没有引起明显
的脂筏聚集或DR4聚集. 奥沙利铂(38 mg/L)明
显促进脂筏聚集和DR4聚集, 同时观察到DR4
和脂筏的共定位. 奥沙利铂和TRAIL联合作用
24 h, 同样观察到DR4定位在聚集的脂筏内.

聚集, 增强CD95配体诱导的结肠癌细胞凋亡. 奥

关键词: 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 奥沙利
铂; 胃癌; 凋亡; 脂筏

启动死亡信号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脂筏为D R4
的聚集提供了重要的膜平台[9,10]. Lacour等[11]报
道, 化疗药顺铂能促进死亡受体CD95在脂筏内
沙利铂作为第3代含铂药物, 在胃癌治疗中已经
取得一定疗效[12,13]. 为提高胃癌对TRAIL的敏感
性, 本研究将奥沙利铂和TRAIL联合作用胃癌
BGC823细胞, 并探讨联合用药的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重组人TRAIL购于美国Cytolab/Peprotech
Asia公司. 奥沙利铂购自Sanofi-Aventis公司.
RPMI 1640培养基购于Gibco公司. 胎牛血清购于
天津血液病研究所. RNase A购于Amresco公司.
碘化丙啶(PI)、甲基偶氮唑蓝(MTT)和FITC-结合
的霍乱弧菌来源的霍乱毒素B亚单位购于Sigma
公司. 罗丹明结合的羊抗鼠IgG(H+L)和DR4的鼠
单克隆抗体来自Santa Cruz公司.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 胃癌细胞株BGC823为本实验室
常规传代培养, 生长于含有10%灭活胎牛血清、
12 U/mL庆大霉素的RPMI 1640培养液中, 于
37 ℃、50 mL/L CO2、饱和湿度的培养箱内培
养, 0.25%胰酶消化液消化传代, 2-3 d传代1次.

徐玲, 刘静, 刘云鹏, 曲秀娟, 张晔, 侯科佐, 姜又红. 奥沙利铂对

1.2.2 MTT法进行细胞活力检测: 取对数生长期

TRAIL诱导胃癌BGC823细胞凋亡的增强作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

细胞接种于96孔板, 培养12 h后分别加入既定浓

志 2010; 18(21): 2187-2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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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奥沙利铂和TRAIL, 每组设3个复孔, 每孔终
体积为200 mL. 培养20 h后每孔加入MTT溶液(5

0 引言

g/L)25 µL, 继续孵育4 h后吸去上清, 每孔加入
200 µL DMSO, 振荡摇匀. 用酶标仪于570 nm波

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居我国消化系统恶性肿

长条件下测定吸光度值.

瘤之首, 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已经是晚期, 5年生

1.2.3 细胞凋亡检测: 取对数生长期细胞接种于

存率只有10%-15% [1]. 尽管化疗药物的应用使
晚期患者的生存期有所提高, 但中位总生存时
间很难超过12 mo[2]. 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

Psahoulia等于
2007年报道, 槲皮
素通过促进DR4
在结肠癌细胞脂
筏内的聚集, 增强
细胞对TRAIL的
敏感性. 奥沙利铂
在胃癌治疗中已
经取得一定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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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L和/或奥沙利铂作用BGC823细胞后, 用
抗CTX-B, 抗死亡受体4(DR4)和罗丹明标记
的荧光二抗染色. 免疫荧光显微技术检测脂筏
和DR4在细胞膜的分布.

结论: 奥沙利铂通过促进D R4在脂筏聚集增
强TRAIL诱导的胃癌BGC823细胞凋亡.

■相关报道

2010年7月28日

96孔板, 培养12 h后分别加入既定浓度的奥沙利
铂和TRAIL. 24 h后分别收集对照组及处理组细

导配体(tumor necrosis factor-related apoptosis-

胞, 750 mL/L乙醇固定4 h后, 加入10 µL的PI(20
mg/L), 避光孵育15 min, 用FACScan流式细胞仪

inducing ligand, TRAIL)是肿瘤坏死因子家族的

进行检测, WinMDI软件进行分析.

成员之一. 在体外研究中, TRAIL诱导多种肿瘤

1.2.4 免疫荧光显微技术: 取对数生长期细胞接

细胞凋亡, 对正常细胞毒性很小 [3]. 但是, 胃癌

种在Lab-Tek载波片. 在常温条件下, 3.3%多聚

细胞对TRAIL相对不敏感[4-6]. 死亡受体4(death

甲醛固定20 min, 再用0.2% Triton X-100透化处

receptor 4, DR4)是TRAIL的激动型受体. TRAIL

理3 min, 此后用5%牛血清白蛋白封闭30 min. 细

结合D R4后导致受体聚集, 并募集F a s相关蛋

胞用兔抗人FITC-结合的霍乱毒素B亚单位, 鼠

白死亡结构域(Fas-associated protein with death

抗人DR4处理1 h, 之后用罗丹明标记的羊抗鼠

domain, FADD)和前caspase-8, 共同形成死亡诱

IgG(H+L)的荧光二抗处理45 min. 此后用固定液

导信号复合物(death-inducing signaling complex,

封闭, 共聚焦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分析(FV1000S-

DISC), DISC的形成促发下游效应物caspase活

SIM/IX81, Olympus).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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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TRAIL作用24 h,
对BGC823细胞增殖和
凋亡的影响. A: 不同浓
度的TRAIL对细胞的
增殖抑制作用; B: 100
µg/L的TRAIL诱导细胞
凋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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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奥沙利铂、TRAIL作用24 h, 对BGC823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 A: 不同浓度的OXA对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 B: OXA(38
mg/L)和TRAIL(100 µg/L)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 aP <0.05 vs OXA组. OXA: 奥沙利铂.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为3次独立实验结

2.3 奥沙利铂和TRAIL对DR4在脂筏内分布的

果, 以mean±SD表示.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

影响 与对照组相比, 100 µ g/L的T R A I L作用

行统计学分析. 两组之间比较采用t 检验, P <0.05

BGC823细胞24 h, 没有引起明显的脂筏聚集或

有统计学意义.

DR4聚集. 奥沙利铂(38 mg/L)明显促进脂筏聚

2 结果
2.1 T R A I L对B G C823细胞活力及凋亡的影响
1-1 000 µg/L的TRAIL作用BGC823细胞24 h, 细
胞增殖抑制率不超过20%. 100 µg/L的TRAIL对
细胞的增殖抑制率在10%左右. TRAIL的浓度

集和D R4聚集, 同时观察到D R4和脂筏的共定
位. 奥沙利铂和TRAIL联合作用24 h, 同样观察
到DR4定位在聚集的脂筏内(图3). 这些结果表
明, 奥沙利铂通过诱导胃癌细胞脂筏聚集促进
了DR4的募集.

增加到1 000 µg/L, 并没能引起更明显的增殖抑

3 讨论

制作用(图1A). 流式细胞仪分析显示, 100 µg/L

最近的研究表明, Jurket细胞对TRAIL敏感. 用

的TRAIL作用BGC823细胞24 h, 诱导4.12%±
1.26%的细胞凋亡(图1B). 这些结果表明, 胃癌
BGC823细胞对TRAIL耐药.
2.2 奥沙利铂对TRAIL诱导细胞凋亡的影响 1-50
mg/L奥沙利铂处理BGC823细胞24 h, MTT结果

100 µg/L的TRAIL处理Jurket细胞6 h, 凋亡细
胞的比率超过50% [14]. 但胃癌细胞对TRAIL不
敏感. Yang等[15]报道, 用300 µg/L的TRAIL处理
胃癌S G C7901细胞24 h, 只引起11.8%的细胞
凋亡. 在我们的研究中, 100 µg/L的TRAIL处理

显示奥沙利铂以剂量依赖性方式抑制B G C823

BGC823细胞24 h, 细胞凋亡不超过6%. 因此, 胃

细胞增殖. 24 h抑制细胞增殖50%的药物浓度

癌BGC823细胞对TRAIL不敏感. 有研究显示,

(IC50)为37.36 mg/L±8.12 mg/L(图2A). 奥沙利铂

奥沙利铂增强了TRAIL诱导的结肠癌细胞凋亡,

(38 mg/L, 24 h的IC50)作用BGC823细胞24 h, 细

特别是当细胞对TRAIL高度耐药[16,17]. 在我们的

胞凋亡率为19.83%±4.21%. 奥沙利铂(38 mg/L)

研究中, 奥沙利铂明显增强了TRAIL诱导的胃癌

联合TRAIL(100 µg/L)作用24 h, 凋亡比率提高

BGC823细胞凋亡.

到40.42%±5.78%(图2B). 联合组和单药组相比

近几年来的研究发现多种化疗药如顺铂, 紫

有统计学差异(P <0.05). 这些结果表明, 奥沙利

杉醇和表柔比星都能和TRAIL协同杀伤肿瘤细

铂能提高胃癌BGC823细胞对TRAIL的敏感性.

胞[18-21]. 对化疗药和TRAIL的协同作用机制也在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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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了胃癌细胞对
TRAIL的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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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奥沙利铂(38 mg/L)和TRAIL(100 µg/L)作用24 h, 对BGC823细胞DR4和脂筏分布的影响. A-C: 对照组; D-F: TRAIL组;
G-I: OXA组; J-L: OXA+TRAIL组; A, D, G, J: Lipid rafts; B, E, H, K: DR4; C, F, I, L: Merge. OXA: 奥沙利铂.

不断深入探讨. 最新研究表明, 脂筏参与了肿瘤

细胞对CD95配体的敏感性. Psahoulia等[24]证实,

坏死因子家族成员发挥生物学功能, 干扰脂筏

槲皮素也能促进DR4和DR5在结肠癌细胞脂筏

[22]

形成则可抑制FasL诱导的细胞凋亡 . 有研究证

内的聚集, 从而增强细胞对TRAIL的敏感性. 我

实, 某些药物可以通过调控脂筏的聚集程度影

们的结果表明, TRAIL单药没有引起明显的脂筏

响肿瘤细胞对肿瘤坏死因子家族成员的敏感性.

聚集和DR4聚集, 这可能是胃癌对TRAIL不敏感

[23]

Gajate等 报道, 依地福新和哌立福新通过促进

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结果还显示, 奥沙利铂促进

CD95聚集在多发骨髓瘤细胞的脂筏中, 增强了

胃癌细胞DR4的聚集和脂筏的募集, 并且聚集的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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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4和脂筏存在共定位. 这表明奥沙利铂通过促
进DR4在脂筏聚集, 增强TRAIL和DR4的结合, 放

12

大了凋亡信号通路, 诱导更多的胃癌细胞凋亡.
生物与靶向治疗是胃癌今后发展的方向, 如
何提高靶向治疗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是本领域的
重要科学问题. 奥沙利铂通过对脂筏的调控逆
转了胃癌细胞对TRAIL的耐药, 脂筏有望成为肿
瘤治疗的理想靶标. 本研究对明确胃癌细胞对
TRAIL耐药的机制, 提高胃癌对TRAIL的敏感性
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潜在的临床价值.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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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SS及SP在海洛因依赖大鼠空肠中的定位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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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系列病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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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患病率明显偏
高, 胃肠道发生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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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localization and expression
of gastrin (Gas), somatostatin (SS) and substance P
(SP) in the jejunum of heroin-dependent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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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继福, 副研究
员, 江苏省人民医
院中心实验室

groups, the numbers of Gas-, SS- and SP-immunoreactive cells in the jejunum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HDG group (all P < 0.05), especially
prominent on day 17 for Gas (2.68 ± 0.90 vs 1.84
± 0.47 and 1.84 ± 0.62, P < 0.05) and SS staining
(2.56 ± 0.65 vs 1.60 ± 0.50 and 1.60 ± 0.50, P < 0.05)
and on day 24 for SP staining (2.96 ± 0.54 vs 1.76
± 0.44 and 1.80 ± 0.50, both P < 0.05). The staining intensity of Gas, SS and SP in the jejunum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HDG group than
in the NCG and SCG groups (all P < 0.05).

METHODS: Sixty-six adult Sprague-Dawle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normal control group (NCG), saline control group
(SCG) and heroin dependence group (HDG). A
rat model of heroin dependence was established
by subcutaneous injection of heroin. Jejunum tissue was excised on days 10, 17, 24, 31 and 38 after heroin injection.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and localization of Gas, SS and SP in jejunum tissu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CG and SCG

Liu X, Liang WM. Localization and expression of Gas, SS
and SP in the jejunum of heroin-dependent ra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192-2196

摘要
目的: 探讨胃泌素(gastrin, Gas)、生长抑素
(somatostatin, SS)和P物质(substance P, SP)在
海洛因依赖大鼠空肠的定位和表达.
方法: 成年SD大鼠66只, 按配对原则随机分
为正常对照组, 盐水对照组和海洛因依赖组.
按体质量逐日递增海洛因药液剂量, 皮下注
射. 建立海洛因依赖动物模型. 分别于10、
17、24、31、38 d取空肠组织. 应用免疫组织
化学SABC法及图像分析法观察空肠Gas-、
SS-和SP-免疫反应(immunoreactive, IR)细胞
的数量及IR强度变化.
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 盐水对照组比较, 海洛
因依赖组Gas-、SS-和SP-IR细胞的数量(细胞
数/视野)明显增加(P <0.05), 其中Gas-、SS-IR
细胞17 d, SP-IR细胞24 d增加最为显著(2.68
±0.90 vs 1.84±0.47, 1.84±0.62; 2.56±0.65
vs 1.60±0.50, 1.60±0.50; 2.96±0.54 vs 1.76
±0.44, 1.80±0.50, 均P <0.05). 图像分析显示
Gas-, SS-和SP-IR细胞的平均灰度值低于正常
及盐水对照组(P <0.05). 其中Gas-, SS-IR细胞
www.wjgnet.com

刘霞, 等. Gas、SS及SP在海洛因依赖大鼠空肠中的定位和表达			

24 d最低, SP-IR细胞31 d最低.
结论: 在海洛因依赖大鼠空肠中, Gas-、SS和SP-IR细胞数量和表达量增加.
关键词: 胃泌素; 生长抑素; P物质; 空肠; 海洛因
依赖

埋, 制成4 μm厚的连续切片.
1.2.2 免疫组织化学SABC法: 免疫组织化学单
染法每例观察切片3张以上, 切片间隔56 μm. 主
要步骤如下: 切片脱蜡入水; 10%甲醇-H 2O 2室
温下10 min; 正常羊血清(1∶50)封闭室温下20
min; 兔Gas、SS及SP抗血清4 ℃孵育过夜; 羊抗
兔Ig-G 37 ℃孵育20 min; SABC复合物37 ℃孵

刘霞, 梁文妹. Gas、SS及SP在海洛因依赖大鼠空肠中的定位和
表达.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 18(21): 2192-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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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20 min; DAB-H2O2室温下显色, 水洗; 苏木精
复染细胞核; 中性树胶封片. 对照: 以PBS代替
Gas、SS和SP抗血清, 其余步骤相同.
1.2.3 图像分析: 随机选取第10、17、24、31、38

0 引言
胃肠道内阿片受体分布广泛 [1] . 外源性阿片类
物质可与内源性的阿片受体竞争结合, 导致胃
肠道发生一系列病理改变. 海洛因依赖者胃
肠道疾病如胃肠道溃疡、出血等患病率明显
偏高, 胃肠道发生严重损害的同时伴有血浆β内啡肽(Beta-endorphin, β-EP)、血管活性肠肽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VIP)和胃动素水平
改变[2,3]. 本实验通过建立海洛因依赖大鼠模型,
对胃泌素(gastrin, Gas)、生长抑素(somatostatin,
SS)和P物质(substance P, SP)在海洛因依赖大鼠
空肠的定位和表达进行研究, 探讨海洛因依赖
对大鼠空肠内分泌功能的影响, 以及Gas、SS、
SP在海洛因依赖期间对机体的可能调节作用.

天海洛因依赖组与盐水对照组切片, 每组每个时
间点5张, 正常对照组切片5张, 于40倍物镜下, 每
张切片选取5个视野, 分别计数每个视野内Gas-、
SS-和SP-免疫反应(immunoreactive, IR)细胞的有
核细胞数. 应用BioMias图像分析系统(四川大学
提供)检测Gas-、SS-和SP-IR细胞的平均灰度值.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用SPSS11.5软件包进
行统计学处理, 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Gas-IR细胞 光镜下, 大鼠空肠Gas-IR细胞
散在分布于小肠腺上皮或小肠绒毛上皮细胞之
间, 免疫反应产物位于胞质内, 呈棕黄色细颗粒
状, 细胞多呈卵圆形、锥体形、梭形或烧瓶状,
有时可见细胞的顶部伸达腺腔或肠腔(图1A-C).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成年SD大鼠66只, 体质量180-220 g,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盐水对照组各时间点Gas-

由贵阳医学院动物中心提供. 海洛因: 纯度为

IR细胞的分布、数量、形态及免疫染色强度均

61.48%, 由贵州省公安厅提供, 使用无菌注射

无明显变化(表1, 图1B). 海洛因依赖组大鼠空

用水稀释. 兔Gas、SS及SP抗血清(工作浓度为

肠Gas-IR细胞的分布及形态与正常及盐水对照

1∶100)由北京中杉公司提供.

组大致相同, 但细胞数增多、细胞的免疫染色

1.2 方法

加深(表1, 图1C). 对Gas-IR细胞平均灰度值进

1.2.1 分组及造模: 按配对原则随机分为正常

行检测分析, 盐水对照组与正常对照组Gas-IR

对照组6只, 盐水对照组和海洛因依赖组各30

细胞的平均灰度值无明显差异(P >0.05), 盐水

只. 制作动物模型 : 海洛因依赖组按体质量逐

对照组各时间点之间Gas-IR细胞平均灰度值的

日递增皮下注射海洛因药液剂量, 首日剂量为

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海洛因依赖组Gas-IR细

3 mg/kg, 每天2次(上午8:00, 下午15:00), 每日递

胞的平均灰度值较正常和盐水对照组明显降低

增3 mg/kg, 连续注射9 d至成瘾, 第9天剂量为27

(P <0.05, 图2A).

mg/kg, 经注射纳洛酮翻转确定模型成立. 此后

2.2 SS-IR细胞 光镜下, 大鼠空肠SS-IR细胞免

每日上午8:00皮下注射海洛因1次, 维持至取材,

疫反应产物呈棕黄色细颗粒状, 定位于胞质内.

剂量为27 mg/kg. 盐水对照组按体质量每日注射

S S-I R细胞散在分布于小肠腺及绒毛上皮细胞

与实验组相当剂量的生理盐水. 正常对照组不

之间, 细胞形态多样, 呈卵圆形、锥形, 梭形或

予任何处理. 海洛因依赖组及盐水对照组分别

不规则形, 有的细胞可见长突起伸达腺腔或肠

于第10、17、24、31、38天取材, 每组每次处

腔(图1D-F). 海洛因依赖组大鼠空肠SS-IR细胞

死6只, 雌雄各半. 正常对照组6只. Bouin液灌注

的分布及形态与正常对照组(图1D)和盐水对照

固定后取空肠组织, Bouin液再固定, 常规石蜡包

组(图1E)大致相同但细胞数有所增多, 细胞的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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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as-、SS-和SP-IR细胞光镜观察(SABC×400). A: 正常组大鼠空肠Gas-IR细胞; B: 盐水对照组第17天大鼠空肠GasIR细胞; C: 海洛因依赖组第24天大鼠空肠Gas-IR细胞; D: 正常组大鼠空肠SS-IR细胞; E: 盐水对照组第17天大鼠空肠SSIR细胞; F: 海洛因依赖组第24天大鼠空肠SS-IR细胞; G: 正常组大鼠空肠SP-IR细胞; H: 盐水对照组第10天大鼠空肠SP-IR
细胞; I: 海洛因依赖组第31天大鼠空肠SP-IR细胞.

表 1

有核Gas-IR细胞数/视野的比较 (mean±SD)

分组

10 d		

17 d		

24 d		

31 d		

38 d

正常对照组

1.84±0.47

1.84±0.47

1.84±0.47

1.84±0.47

1.84±0.47

盐水对照组

1.83±0.38

1.84±0.62

1.80±0.65

1.96±0.54

1.88±0.60

海洛因依赖组

2.42±0.58a

2.68±0.90a

2.40±0.65a

1.96±0.68

2.16±0.90

a

P <0.05 vs 正常对照组, 盐水对照组.

疫染色强度增强, 且随依赖时间的延长而发生

图像分析结果与同期形态学观察基本一致.

变化(图1F). 统计结果表明(表2、图2B), 海洛因

2.3 S P-I R细胞 光镜下见正常对照组大鼠空肠

依赖组SS-IR细胞数量较正常对照组及盐水对照

S P-I R细胞主要分布于小肠腺及绒毛上皮细胞

组明显增加(P <0.05), 细胞的平均灰度值较正常

之间, 细胞形态多样, 免疫产物呈棕黄色或棕

对照组和盐水对照组显著降低(P <0.05). 正常对

黑色, 定位于胞质内(图1G-I). 与正常对照组(图

照组和盐水对照组SS-IR细胞的平均灰度值的差

1G)比较, 盐水对照组SP-IR细胞(图1H)的分布、

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盐水组各时间点之间

形态、数量及免疫染色强度均无明显变化, 盐

SS-IR细胞的平均灰度值也无明显差别(P >0.05).

水对照组内各时间点之间也无明显差异. 海洛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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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行评价

有核SS-IR细胞数/视野的比较 (mean±SD)

分组

10 d		

本文选题较好, 有
一定的科学意义.

17 d		

24 d		

31 d		

38 d

正常对照组

1.60±0.50

1.60±0.50

1.60±0.50

1.60±0.50

1.60±0.50

盐水对照组

1.60±0.50

1.60±0.50

1.56±0.70

1.64±0.49

1.64±0.57

海洛因依赖组

1.92±0.70

2.56±0.65a

2.44±0.58a

2.24±0.66a

2.25±0.52a

a

P <0.05 vs 正常对照组, 盐水对照组.

表 3

有核SP-IR细胞数/视野的比较 (mean±SD)

分组

17 d		

24 d		

31 d		

正常对照组

1.76±0.44

10 d		

1.76±0.44

1.76±0.44

1.76±0.44

1.76±0.44

盐水对照组

1.88±0.53

1.80±0.50

1.80±0.50

1.76±0.44

1.80±0.58

a

海洛因依赖组

a

2.44±0.51

2.48±0.59

a

2.96±0.54

38 d

a

1.92±0.57

1.68±0.56

a

P <0.05 vs 正常对照组, 盐水对照组.

Gas-IR细胞平均灰度值
a

平均灰度值

A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10

17

a

NCG
SCG
HDG

24

t /d

31

意义(P >0.05).
3 讨论
Gas受体结合从而引起胃酸的分泌. 此外, 还能调

38

节胰腺分泌、摄食行为和维持能量平衡[5]. Gas是

SS-IR细胞平均灰度值
a

a

a

a

a

胃肠道的重要生长因子, 对胃黏膜壁细胞、肠嗜
NCG
SCG
HDG

铬细胞、十二指肠和结肠上皮细胞均有营养作
用[6]. 我们观察到海洛因依赖期间大鼠空肠GasIR细胞数量增加且细胞的免疫染色加深, 表明在

10

17
a

平均灰度值

C 120
100
80
60
40
20
0

a

a

Gas由G细胞产生, 其主要功能是与壁细胞上的

平均灰度值

B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a

对照组SP-IR细胞的平均灰度值的差异无统计学

24

t /d

31

此期间Gas的分泌功能增强, 与海洛因依赖大鼠

38

SP-IR细胞平均灰度值
a
a
a

十二指肠Gas-IR细胞的研究结果一致[7]. 我们推
测, 在海洛因依赖期间, 大鼠空肠Gas的分泌增

a
NCG
SCG
HDG

加, 可能与Gas能调节表皮生长因子在壁细胞的
表达, 从而促进胃肠黏膜修复和细胞迁移有关[8].
SS由D细胞分泌产生, 可抑制许多细胞因子
的释放[9]. 其作用表现在对胃肠道具有广泛的直

10

17

24

t /d

31

38

图 2 Gas-、SS-和SP-IR细胞平均灰度值. A: Gas-IR细胞;
B: SS-IR细胞; C: SP-IR细胞. aP <0.05 vs NCG, SCG, NCG:
正常对照组, SCG: 盐水对照组, HDG: 海洛因对照组.

接和间接调节作用[10]. Panteris等[11]报道, SS可通
过调节胃肠免疫功能从而保护胃肠黏膜, 其对
细胞的保护作用, 主要通过调节细胞因子和前
列腺素的产生而实现. 高峻钰等[12]报道, 新合成
的生长抑素衍生物能选择性地与μ阿片受体结

因依赖组大鼠空肠SP-IR细胞分布未见异常, 但

合, 降低大鼠对吗啡的依赖性而其本身不产生

细胞的数量增加, 免疫染色有所加深(图1I). 图

躯体依赖性, 故SS有望成为生物源性的有效脱

像分析表明(表3、图2C), 海洛因依赖组S P-I R

毒药物. 我们发现, 在海洛因依赖期间, 空肠的

细胞数量较正常对照组及盐水对照组明显增加

SS表达增多, 提示SS参与了对抗海洛因损伤的

(P <0.05), 细胞的平均灰度值较正常对照组和盐

调节过程.

水对照组显著降低(P <0.05). 正常对照组和盐水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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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13]. 近年来发现SP在阿片依赖的过程中也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且其NK1受体是阿片类物质产
生奖励机制所必需的 [14]. 有报道SP是直接调控

6

吗啡等阿片类药物镇痛功能和耐受性的关键分
子, 动物实验证实剔除SP基因的小鼠对吗啡将
不产生耐受作用[15]. 本实验结果提示外源性的阿
片类物质对SP的分泌有影响.
我们还观察到, 海洛因依赖期间大鼠空肠

7
8

Gas-、SS-和SP-IR细胞数量增加, 平均灰度值降
低, 且变化幅度基本一致. 推测除了海洛因对胃
肠道内分泌细胞的直接作用外, 还可能因为三
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调节的关系而导致激素水平
的变化, 但确切的作用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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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

2009 年《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编委审稿总结
本刊讯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World Chinese Journal of Digestology , WCJD )编辑委员会共计400人, 全部为副
教授及副主任医师以上. WCJD 编委会审稿费结算工作于每年01-05开始. 本次统计为2008-01-01/2009-12-31编
委审稿费费用, 共计40 850, 数据以稿件审回日期为准. WCJD 共计审稿1 418篇, 其中送审专家377位, 共计送审
次数2 094次, 成功审回次数1 634, 成功率78.03%. 其中审稿次数排前三位的为: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感染科党双锁教授和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王小众教授并列第一位, 各17篇; 南京医科大学
附属南京第一医院肿瘤中心曹秀峰教授第二位, 16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王炳元教授和苏州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陈卫昌教授并列第三位, 各15篇.

WCJD 编辑部感谢各位编委2009年对WCJD 工作的支持, 同时希望各位编委更加积极主动的配合我们今
后的工作. 审稿费已经通过邮局汇款, 如有审稿费未收到或者审稿稿件有误差, 请各位编委与编辑部联系, 联系
电话: 010-85381892, 联系人: 李军亮. (编辑部主任: 李军亮 2010-04-20)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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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ll-like receptors 2 and 4 (TLR2 and TLR4)
mRNA expression and lipopolysaccharide
(LPS)-induced intestinal injury in rats.
METHODS: Fifty-six Wistar rat pups aged 10 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ormal saline 1 mL/kg, ip, n = 8) and LPS group
(LPS 5 mg/kg, ip, n = 48). The ra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acrificed 3 h after treatment, while
those in the LPS group were sacrificed at 3, 6,
12, 24, 48 and 72 h after injection of LPS. The intestinal tissue was dissected for histopathologic
analysis. The expression of TLR2 and 4 mRNAs
in intestinal tissue was detected by RT-PCR.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TLR2 mRNA was
weak in the intestine of ra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LR4 mRNA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the
www.wjgnet.com

intestine of ra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TLR2 mRNA was markedly increased at
3 and 6 h (4.068 ± 0.86 and 5.314 ± 1.82 vs 1.390 ±
0.04, both P < 0.01) after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LPS, peaking at 72 h (10.401 ± 1.73 vs 1.390 ±
0.04, P < 0.01). TLR4 mRNA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3 h (16.711 ± 1.28 vs 9.907
± 0.33, P < 0.01) after intraperitoneal LPS injection, but markedly decreased at 72 h (7.055 ± 1.27
vs 9.907 ± 0.33).
CONCLUSION: TLR2 and TLR4 mRNA expression is related with LPS-induced intestinal injury
in rats.

■背景资料

TLR是能识别病
原微生物的免疫
受体, 通过信号转
导激发天然免疫
反应, 导致组织损
伤. 脂多糖是细菌
产生的内毒素, 能
引起内毒素血症,
导致多脏器损伤,
最常见的是肠组
织损伤, 进一步可
导致全身炎症反
应综合征. 脂多糖
引起的肠组织损
伤是否与TLR表
达相关尚不十分
清楚.

Key Words: Toll-like receptor; Lipopolysaccharide;
Intestinal injury
Jing K, Sun M. Relationship between TLR2 and TLR4
mRNA expression and LPS-induced intestinal injury in
ra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197-2201

摘要
目的: 探讨TLR2和TLR4 mRNA表达与脂多糖
(lipopolysaccharide, LPS)诱导的肠组织损伤之
间的关系.
方法: 日龄10 d的Wi s t a r幼鼠56只随机分为
对照组(生理盐水1 mL/kg, ip, n = 8), 实验组
(LPS, 5 mg/kg, ip, n = 48). 对照组于注射生理
盐水后3 h, 实验组腹腔注射LPS后于不同时间
点(3、6、12、24、48和72 h)取近回盲端回肠
组织, HE染色观察病理改变; RT-PCR法检测
肠组织TLR2、4 mRNA的表达.
结果: TLR2 mRNA在对照组呈现比较弱的表
达, 在实验组给予LPS后3、6 h表达明显增强
(4.068±0.86, 5.314±1.82 vs 1.390±0.04, 均
P <0.01), 在72 h达高峰(10.401±1.73 vs 1.390
±0.04, P <0.01). TLR4 mRNA在对照组表达较
明显, 在实验组给予LPS后3 h表达量达到高峰
(16.711±1.28 vs 9.907±0.33, P <0.01), 6、12
h有所下降, 24、48 h又复增强, 72 h明显下降
(7.055±1.27 vs 9.907±0.33).
结论: TLR2、4 mRNA表达与LPS诱导的肠组

■同行评议者

陈秋生, 教授, 南京
农业大学动物医
学院基础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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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TLR是一种免疫
受体, 可识别外源
性微生物和其产
生的毒素, 通过信
号转导介导免疫
反应. 在内毒素
引起的肠损伤中,
TLR是否起转导
作用, TLR2、4哪
一个起主导作用,
及在正常肠组织
中的表达是目前
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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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损伤关系密切.

荆科, 孙梅. TLR2和TLR4 mRNA表达与LPS诱导肠组织损伤的

1.2.3 应用RT-PCR检测TLR2、4 mRNA的表达:
明书进行操作; (2)反转录合成cDNA: 按以下条
件进行反转录反应: 混匀后65 ℃ l min, 30 ℃ 5

关系.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 18(21): 2197-2201

min,于30 min内匀速升温至65 ℃ 30 min, 98 ℃ 5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8/2197.asp

min, 5 ℃ 5 min, 其产物即cDNA; (3) RT-PCR检
测TLR2、4 mRNA表达: 取cDNA 3 μL(1 μg), 10

0 引言
败血症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疾病, 具有较高的发
导致肠组织的损伤, 导致肠屏障功能损害, 引起
肠道内细菌移位, 加重全身感染. 内毒素可引
起肠组织合成和释放促炎因子增加, 如TNF-α,
IL-1等, 引起肠组织损伤, 过多的促炎因子释放
可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导致多器官功能
障碍综合征和多器官功能衰竭 [1-3]. To l l样受体
(Toll-like receptor, TLR)是近年发现的免疫受体,
具有跨膜信号转导功能, 他能识别侵入机体的
病原体, 启动先天性免疫反应 [4-7]. 正常情况下,
肠道寄生菌并不引起机体反应. 在内毒素血症
时, 促炎因子的合成、增加释放与TLR的相互关
系并不清楚. 本文通过对LPS诱导的肠道组织损
伤时TLR表达的研究, 探讨TLR的表达与肠组织

Ortega-Cava和
Chow等研究发
现了TLR2、4在
肠道的不同部位,
其表达是不同的.
Poltorak和Heine等
研究认为TLR4是
作为LPS的主要受
体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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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RNA的提取: 按TRIzol总RNA提取试剂说
关键词: Toll样受体; 脂多糖; 肠组织损伤

病率和死亡率. 细菌感染引起的内毒素血症可

■相关报道

2010年7月28日

×Buffer 2 μL, MgCl2 4 μL, 10 mmol/L dNTPs 2
μL, 引物100 ng, TagDNA多聚酶1 U. 总体系20
μL. 引物与循环条件见表1. 取PCR产物20 g/L琼
脂糖凝胶电泳, 并测定积分吸光度.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以mean±SD表示,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 进行方差分析, 组间
比较采用LSD法检验, P <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肠组织病理变化 对照组肠绒毛完整, 上皮
细胞排列整齐, 杯状细胞少见, 无明显异常改变
(图1A). 实验组给予LPS后3 h肠组织可见明显
异常, 绒毛间质可见有充血, 少许炎性细胞浸
润, 水肿明显, 肠上皮细胞排列紊乱, 细胞水肿
(图1B); 6 h见间质水肿吸收, 充血不明显, 杯状
细胞增加(长黑色箭头所示), 上皮细胞仍水肿,

损伤的关系.

细胞呈透明样变(短黑色箭头所示, 图1C); 12 h

1 材料和方法

加(图1D); 24 h可见绒毛间质、上皮细胞水肿明

1.1 材料 清洁级Wistar幼鼠56只, 日龄10 d, 雌

显减轻, 杯状细胞仍较多(图1E); 48 h上述改变

雄不限, 体质量为15-25 g, 由中国医科大学

明显恢复, 间质充血明显, 上皮细胞密度增加,

上述变化更加明显, 细胞水肿加重, 杯状细胞增

附属二院医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许可证号:

有增生改变(图1F); 72 h恢复明显, 上皮细胞增

SCXK(辽)2003-0009. 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生明显增多. 杯状细胞较多(图1G).

LPS, Escherichia coli O55: B5)购于Sigma公司.

2.2 实验组ip LPS后不同时间肠组织TLR2、4

RT-PCR一步法试剂盒购于大连宝生物公司(日本

mRNA表达变化 在对照组TLR2 mRNA表达较

TaKaRa公司), PCR引物根据Medline数据库自行

弱, TLR4 mRNA表达较明显. TLR2 mRNA在

设计, 由上海英骏生物公司合成.

实验组各时间点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差异

1.2 方法

非常显著(P <0.01); TLR2 mRNA表达逐渐增高,

1.2.1 分组和造模: 将56只幼鼠随机分为对照组

于72 h达高峰. TLR4 mRNA表达在LPS ip 3 h

(A组, n = 8)和实验组(n = 48). 对照组给予生理

即达到高峰, 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1), 然后下

盐水(normal saline, NS)1 mL/kg, ip. 实验组给予

降, 于12 h下降明显; 于24、48 h又复增高, 明

LPS 5 mg/kg, ip. 实验组根据LPS ip后时间点, 分

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非常显著(P <0.01); 于72 h

为3、6、12、24、48、72 h(B、C、D、E、F、

明显下降, 且低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P <0.01, 表

G, 每组8只)6组. 对照组于注射后3 h, 实验组于

2, 图2).

相应时间点处死, 取距回盲端0.5-1 cm回肠组织,
分别于液氮速冻和40 g/L甲醛固定, 以待检测和

3 讨论

分析.

肠道是人体聚集细菌最丰富的场所, 但正常情

1.2.2 观察肠组织病理改变: 取肠组织40 g/L甲醛

况下并不引起机体发生免疫反应, 而形成了免

固定, HE染色, 观察肠组织病理改变.

疫耐受, 这种免疫耐受对机体免遭病原体及其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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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研究在观察正
常肠组织和损伤
肠组织的TLR表
达时, 对给予LPS
的不同时间点
TLR的表达均进
行了观察和比较,
并对各个时间点
的病理变化进行
了比较.

G

图 1 肠组织病理变化, 距回盲端0.5-1 cm回肠组织(HE×100). A: 对照组; B: LPS 3 h; C: LPS 6 h; D: LPS 12 h; E: LPS 24 h; F:
LPS 48 h; G: LPS 72 h.

代谢产物的攻击是非常重要的. 其机制复杂多

节. 但这种机制仍不是十分清楚.

样. 但在感染时, 机体免疫功能出现了变化. 在

在本研究中, 通过对肠组织形态学变化的检

病原体和代谢产物的作用下, 能导致多器官、

测观察到, 在注射LPS后3、6 h肠组织出现水肿,

多脏器受损, 而肠道是最易受损的器官之一. 肠

炎性细胞浸润, 出现玻璃样物质, 24 h后渐恢复,

道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在感染时, 由于肠道

这表明腹腔注射LPS后可诱导肠组织损伤.

屏障功能受损, 肠道细菌移位, 引起远隔脏器的

TLR是跨膜蛋白, 能识别病原微生物及其细

感染. 同时肠组织在病原体和代谢产物的刺激

胞壁具有的特殊结构, 并能将信号传导到细胞

下可合成和释放大量的促炎因子和抑炎因子,

内, 激活NF-κB, 促进炎症介质的释放[8,9], 导致肠

这是引起和加重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重要环

组织的损伤. 正常情况下, 在肠道组织中, TLR表

www.wjgnet.com

■应用要点

TLR受体是免疫
识别受体, 具有识
别外源性微生物
和毒素的作用, 通
过信号转导, 介导
免疫反应, 导致组
织损伤, 如何抑制
TLR的信号转导
是抑制炎症反应
的重要环节, 为将
来的治疗提供重
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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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表 1

Toll样受体: 是能
识别病原微生物
的免疫受体, 是一
种跨膜蛋白, 具有
信号转导功能, 介
导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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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标及内参照β-actin引物的序列、扩增条件

		

引物名称

扩增片段(bp)

TLR2							
F: 5'-CGC TTC CTG AAC TTG TCC -3'		

286

R: 5'-GGT TGT CAC CTG CTT CCA -3'			
TLR4

				

F: 5'-CCA GAG CCG TTG GTG TAT -3'		

419

R: 5'-GCC CTG TGA GGT CGT TGA -3'			
β-actin							
F: 5'-CAC CCT GTG CTG CTC ACC GAG GCC -3'

690

R: 5'-CCA CAC AGA TGA CTT GCG CTC AGG -3'		

表 2 肠组织TLR2和TLR4 mRNA/β-actin吸光度值 (n = 8,
mean±SD)

		
对照组

TLR2

TLR4

1.390±0.04

9.907±0.33

3h

4.068±0.86b

16.711±1.28b

6h

5.314±1.82b

10.531±3.36a

实验组

b

12 h

4.165±0.35

24 h

6.285±0.40b

12.833±0.58b

8.875±0.53

48 h

3.086±0.06b

15.850±3.51b

72 h

10.401±1.73b

7.055±1.27b

a

P <0.05, bP <0.01 vs 对照组.

A

bp
2 000
1 000
750
500
250
100

B

bp
2 000
1 000
750
500
250
100

循环条件
94 ℃ 3 min, 94 ℃ 40 s
51.5 ℃ 1 min,72 ℃ 1 min
35个循环后, 72 ℃ 7 min
94 ℃ 3 min, 94 ℃ 40 s
53.5 ℃ 1min, 72 ℃ 1 min
35个循环后, 72 ℃ 7 min
94 ℃ 3 min, 94 ℃ 40 s
55 ℃ 1 min,72 ℃ 1.5 min
35个循环后, 72 ℃ 7 min

M 1 1 2 2

3 3

4 4

5

6 6 7

7

8

β-actin 690 bp
TLR4 419 bp
M 1 1 2 2

3 3

4

4

5

6 6

7

7

8

β-actin 690 bp
TLR2 286 bp

图 2 肠组织TLR2、TLR4 mRNA表达RT-PCR扩增产物电泳.
A: TLR2; B:TLR4; M: Marker; 1: 对照组; 2: LPS 3 h; 3: LPS
6 h; 4: LPS 12 h; 5: LPS 24 h; 6: LPS 48 h; 7: LPS 72 h; 8: 空
白对照.

TLR4可能起主要的作用. 但TLR2在LPS刺激后也
有明显的上调表达, TLR2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达较少, TLR2和TLR4在正常鼠消化道的表达是
呈不同分布的. 有研究表明[10]TLR4 mRNA表达
主要在胃和结肠的远端, 小肠远端有较弱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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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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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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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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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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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部主任: 李军亮 2010-01-08)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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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粒体解偶联蛋白2在结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蒯筱漪, 李正阳, 张红杰

■背景资料

结肠癌是威胁人
类健康的恶性肿
瘤之一, 在发达国
家结肠癌已成为
死亡率位居第2位
的恶性肿瘤, 在我
国大部分地区结
直肠癌已成为发
病率上升最快的
恶性肿瘤之一. 目
前其病因及发病
机制尚不完全明
确. 近期的研究表
明线粒体的功能
障碍与肿瘤的发
生发展有关. 解偶
联蛋白2是线粒体
内膜蛋白, 有研究
表明其过表达与
肿瘤适应性机制
的形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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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detect the distribution and expression of
uncoupling protein 2 (UCP2) and to analyze its
relationship with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in colon cancer.

■同行评议者

杜雅菊, 主任医
师, 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
消化内科

METHODS: The distribution of UCP2 in colon
cancer, colon adenoma, colon hyperplastic polyps and normal colon tissue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he expression of UCP2
mRNA and protein in colon cancer and tumoradjacent normal tissue was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RT-PCR and Western blot, respectiv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CP2 expression and
clinicopathological parameters in colon cancer
was then analyzed.
RESULTS: Quantitative RT-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UCP2 mRNA and protein in cancer tissue
were about 4- and 3-fold higher than those in
tumor-adjacent normal colon tissue, respectively. UCP2 was mainly localized in the cytoplasm
compartment in cancer tissue, but was almost
undetectable in normal colon mucosa. The positive rates of UCP2 expression in colon adenocarcinoma, colon adenoma and hyperplastic colonic
polyps were 85.9%, 55% and 20%, re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UCP2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II/IV colon canc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 II disease.
The positive rate of UCP2 expression was higher
in colon cancer patients with metastasis than in
those without metastasis.
CONCLUSIO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UCP2
is higher in colon cancer than in normal colon
tissue. UCP2 may be involved in tumor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in colon cancer.
Key Words: Mitochondrial uncoupling protein 2;
Colon cancer; Colon adenoma; Hyperplastic colonic
polyps
Kuai XY, Li ZY, Zhang HJ.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mitochondrial uncoupling protein 2 expression in colon
cancer.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202-2208

摘要
目的: 检测临床结肠癌组织标本中UCP2的表
达及分布, 并分析其与临床病理学改变间的关
系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结肠癌患者体
内结肠腺瘤, 结肠增生性息肉及正常结肠组织
中UCP2的分布, 定量PCR及Western blot方法
检测癌旁及结肠癌组织中UCP2的表达, 并分
析UCP2的表达情况与临床病理学间的关系及
临床意义.
结果: UCP2 mRNA在肿瘤组织中的表达量约
是癌旁组织的4倍, UCP2蛋白在肿瘤组织中的
表达量约是癌旁组织的3倍. UCP2主要在细胞
质中表达, 在正常结肠黏膜组织中几乎无表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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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在结肠癌组织中癌细胞胞质呈均一棕黄
色, 阳性染色率高且强, UCP2在结肠癌组织中
的阳性表达率达85.9%. 其在结肠腺瘤组织中
也有一定量的表达, 阳性染色率55%, 增生性
息肉阳性染色率为20%. UCP2的表达量在临
床分为Ⅲ和Ⅳ期的结肠癌组织中明显高于I和
II期, UCP2在有转移患者中的阳性表达率高
于无转移患者.

组织标本中UCP2的表达进行了检测, 并分析其

结论: UCP2在人结肠癌组织中高表达, UCP2
的表达情况与肿瘤的转移及临床分期有关.

平均56.2岁)、正常结肠组织10例(年龄32-71岁,

与临床病理学改变间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5对结肠癌组织标本来自南京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外科手术标本, 包括癌组织和癌
旁正常组织(距病变5 cm以上, 病理证实无肿瘤
细胞浸润). 另选取增生性息肉10例(年龄34-72,
平均50.2岁), 绒毛管状腺瘤20例(年龄28-76岁,
平均59.4岁)、78例结肠癌患者(包括前面15例

关键词: 线粒体解偶联蛋白2; 结肠癌; 结肠腺瘤; 结
肠增生性息肉

结肠癌)组织切片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UCP2的
表达. 78例结肠癌患者平均年龄60.7(年龄范围

蒯筱漪, 李正阳, 张红杰. 线粒体解偶联蛋白2在结肠癌中的表达

31-78)岁. 在78例结肠癌患者中, 女33例(占总例

及其临床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 18(21): 2202-2208

数42.3%)男45例(占总例数57.7%), 年龄大于60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8/2202.asp

岁42例(占总例数53.8%), 小于60岁36例(占总例
数46.2%); 按肿瘤初发生长的部位, 左半结肠癌

0 引言

44例(占总病例的56.4%), 右半结肠34例(占总病

结肠癌是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 在发

例43.6%); 按临床分期, Ⅰ期有10例(占总病例数

达国家结肠癌已成为死亡率位居第2位的恶性

12.82%), Ⅱ期17例(占总病例数21.79%), Ⅲ期37

肿瘤, 近年我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

例(占总病例数47.44%), Ⅳ期14例(占总病例数

食结构的改变, 结肠癌的发病率有明显上升趋

17.95%); 按肿瘤的分化程度, 肿瘤分化良好16例

势, 尤其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和东部地区, 结

(占总病例数20.51%), 肿瘤分化中度38例(占总病

肠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发病率上升

例数48.72%), 肿瘤分化程度为重度24例(占总病

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

[1,2]

. 目前结肠癌的病因及

例数30.77%).

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 在研究细胞核中抑癌

RNA抽提试剂盒(TRIzol Reagent, Cat. No.

基因、原癌基因的变化等方面, 人类取得了很

15596-018购自Invitrogen); 逆转录试剂盒来自

大的成就, 但仍有些问题不能解释, 促使学者

Promerga公司; 实时定量PCR引物和TaqMan荧

们寻找细胞核外的促癌或抑癌因素. 近期的研

光探针由上海闪晶公司设计与合成. UCP2引物

究表明线粒体的功能障碍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

序列: R: 5'-TCAGAATGGTGCCCATCACA-3';

关. 解偶联蛋白2(uncoupling protein-2, UCP2)是

F: 5'-CCGGTTACAGATCCAAGGAGAA-3'.

线粒体内膜蛋白, 具有负调节活性氧簇(reactive

GAPDH引物序列: R: 5'-ACCCTGTTGCTGTA

oxygen species, ROS)的产生作用 . 有研究表明

GCCA-3'; F: 5'-CCACTCCTCCACCTTTGAC

UCP2过表达与肿瘤适应性机制的形成有关. 肿

-3. 兔抗人UCP2多克隆抗体(LS-C41270, 购自

瘤细胞适应性机制包括对细胞生长抑制的抵抗

LifeSpan BioSciences); UCP2抗体(C-20, sc6525,

及细胞凋亡的逃逸, 而这些事件的发生与细胞

Santa Cruz biotechnology, inc, USA)及细胞色

[3]

. Horimoto等 应用免

素C(cytochrome C, 6H2, sc-13561, Santa Cruz

疫组织化学技术对结肠腺癌、绒毛管状腺瘤、

biotechnology, inc, USA); 辣根过氧化物酶(HRP)

增生性息肉组织标本进行检测发现腺癌阳性染

标记的羊抗兔二抗购自美国Santa Cruz公司. SP

色86.0%、腺瘤58.8%、增生性息肉11.1%, 结肠

试剂盒购自福建迈新公司; D A B显色剂购自

癌组织中UCP2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 UCP2在

武汉博士德公司; 定量PCR仪(ABI Prism 7300,

肠上皮细胞由良性到恶性的转化过程中可能发

Applied Biosystems, Foster City, CA, USA); 线

挥了作用. 然而目前UCP2在结肠癌的发生发展

粒体蛋白提取试剂盒; B C A蛋白分析试剂盒

中的作用尚不明确, 结肠癌组织中UCP2的高表

(Pierce, Rockford, USA); PBS缓冲液(pH7.2-7.4);

达与临床病理学特征及预后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0.01 mol/L柠檬酸盐缓冲液; 1 mol/L的TBS缓冲

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 因此, 我们对临床结肠癌

液(pH8.0); 3%甲醇-H2O2溶液; 封裱剂.

[4,5]

处于氧化应激状态有关

www.wjgnet.co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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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结肠癌病
因及发病机制领
域中, 目前, 人们
对细胞核中的抑
癌基因, 原癌基因
变化等方面的研
究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 但仍有些问
题不能解释, 促使
学者们寻找细胞
核外的促癌或抑
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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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目前有关UCP2在
肿瘤中的研究甚
少. 有研究结果提
示UCP2所致的线
粒体膜电位的减
低, 可激活细胞死
亡通路. 而最近又
有研究结果提示
UCP2通过对ROS
调控, 介导了肿
瘤细胞适应性反
应, 这种适应性反
应的形成可能与
其参与Warburg效
应有关. 来自国外
的报道和本课题
组的研究均提示
UCP2在人结肠癌
组织中高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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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CP2

cytochromeC

图 1 UCP2在结肠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 1, 2: 结肠癌组
织; 3, 4: 癌旁组织; 5, 6: 阳性对照, 为来源于野生型小鼠的
脾脏提取的蛋白.

1.2 方法
1.2.1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结肠组织中UCP2分布

UCP2 mRNA(T/P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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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P2蛋白(T/P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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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UCP2 mRNA和蛋白表达在结肠癌和癌旁组织中表达
的相关性.

与表达[6,7]: 常规脱蜡和水化后PBS洗片; 滴加3%
H2O2在TMA上, 室温静置10 min后PBS洗; 抗原
修复10 min; PBS洗片后滴加UCP2抗体50 μL(按
1∶70 V /V , 在稀释液中加入0.05% Tween), 4 ℃
过夜; 第2天室温平衡, PBS洗片后滴加二抗(1∶
1 500, V /V )50 μL, 37 ℃ 1 h; PBS洗片, DAB显
色, 自来水冲洗10 min, 苏木素复染40 s; 常规洗
片、脱水、透明、封片, 进行镜检. 每次染色同
时设置阴性对照片子.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判断
标准: 光学显微镜高倍镜下, 以棕色颗粒染色出
现于胞质者为阳性细胞, 每例随机观察5个高倍
视野, 每个视野100个细胞, 计算阳性细胞百分
数. 阳性细胞<15%计为阴性, 阳性细胞≥15%计
为阳性. 按染色强度分阴性(0), 轻度阳性(+1), 中
度(+2), 重度(+3).
1.2.2 定量PCR检测结肠癌及癌旁组织中UCP2
m R N A的表达 [6,8,9] : (1)以T R I z o l试剂提取结
肠癌、癌旁组织、结肠腺瘤、息肉及正常
结肠组织标本总R N A, 提取方法按说明书进
行; (2)cDNA的逆转录; (3)定量PCR测定UCP2
mRNA: 选用ABI Prism 7300定量PCR仪, 进行定
量PCR检测, UCP2引物和内参照GAPDH引物序
列见材料部分. UCP2 gene: 每一反应体系: 10×
Buffer 2 μL, Mg2+ 1.6 μL, dNTPs(2.5 mmol/L)1.6
μL, Primer-UCP2 0.8 μL; Taq酶0.2 μL; Probe1+2
0.14 μL, dH2O 12.73 μL, 每一反应体系: 20 μL.
GAPDH: 10×Buffer 2 μL, Mg2+ 1.6 μL, dNTPs
1.6 μL, Primer GPDH 0.8 μL, Taq酶0.2 μL,

采用线粒体蛋白提取试剂盒, 线粒体蛋白提取,
按说明书进行. 选取BCA-100蛋白定量测定试剂
盒, 按说明书进行蛋白定量操作; (2)制胶与样品
准备: 分离胶浓度选择12.5%; 取样品蛋白30-60
μg, 加入适量的6×loading Buffer, 100 ℃煮沸5
min; (3)电泳与转膜: 按每块胶20 mA恒流电泳;
按3 mA/cm2恒流电转70 min; (4)免疫标记及显
影: UCP2(1∶1 000, V /V ), 细胞色素C(1∶2 000),
4 ℃过夜; HRP标记的二抗(1: 2 000), 与膜共孵
育1 h; (5)取出PVDF膜, 在脱色摇床上用Washing
Buffer洗3遍; 将ECL底物以1∶20的比例稀释,
与膜共孵育90 s, 在膜上放一张X光片; 细胞色
素C胶片浸泡30 s, UCP2浸泡1-2 min, 清水洗后
放入定影液中, 待胶片变透明后清水洗后, 晾干,
排片.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以mean±SD表示. 各
组间以χ2检验评估. UCP2表达肿瘤预后的危险
因素相关分析选取Kaplan-Meier单因素及多因
素危险模式分析. 线性回归和Pearson r 值做相关
性分析. P <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UCP2 mRNA在结肠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
表达 结肠癌组织UCP2 mRNA的表达高于癌旁
正常结肠组织, 肿瘤组织中UCP2 mRNA的表达
约是癌旁组织4倍, 具有统计学差异(表1).
2.2 UCP2蛋白在结肠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表
达 结肠癌组织UCP2的表达高于癌旁正常结肠

Probe1+2 0.14 μL, dH2O 12.73 μL. 每一标本做3

组织, 肿瘤组织中UCP2的表达约是癌旁组织的3

个复孔, 每一反应孔内加样品cDNA 1 μL. 扩增

倍, 具有统计学差异(表2, 图1).

条件为95 ℃ 5 min, 接着40循环95 ℃ 30 s, 60 ℃,

2.3 结肠癌组织中U C P2蛋白表达与m R N A表

1 min, 最后一循环为72 ℃ 3 min. 基因表达相对

达的相关性 癌组织和癌旁组织U C P2蛋白表

Δct

量 = 2 ×100(Δct = ct目的基因-ct内参).

达与m R N A表达呈正相关性, 即在癌组织中

1.2.3 We s t e r n b l o t检测结肠癌及癌旁组织中

U C P2的表达无论在m R N A水平及蛋白水平均

UCP2的蛋白表达

[6,9,10]

: (1)蛋白的提取与定量:

有高表达(图2).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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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定量PCR检测结肠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UCP2
mRNA的表达

患者编号 组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UCP2 mRNA相对量(2Δct×100)

T

8.12

P

2.35

T

19.68

P

3.45

T

13.60

P

4.60

T

21.40

P

9.21

T

26.20

P

12.70

T

78.60

P

31.20

T

86.50

P

24.10

T

12.31

P

20.50

T

45.20

P

5.10

T

36.10

P

42.60

T

9.12

P

3.85

T

3.67

P

2.05

T

10.34

P

2.35

T

17.63

P

3.01

T

6.54

P

1.46

平均T/P比

表 2 Western blot检测结肠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UCP2
蛋白的表达

T/P

患者编号

3.45

1

5.70

2

2.96

3

2.32

4

3.67

5

2.51

6

3.59

7

6.00

8

8.85

9

0.84

10

2.37

11

1.78

12

4.40

13

5.86

14

4.47

15

3.92

平均T/P比

组织
T

UCP2蛋白量(Total Gray)
2.10

P

0.98

T

4.16

P

0.78

T

2.45

P

0.87

T

5.14

P

1.21

T

3.02

P

0.82

T

6.24

P

2.31

T

5.55

P

1.09

T

8.27

P

2.10

T

9.43

P

1.08

T

1.96

P

2.51

T

3.15

P

0.83

T

7.12

P

3.34

T

4.51

P

1.21

T

7.12

P

1.31

T

2.54

P

0.62

T/P
2.14
5.33
2.82
4.25
3.70
2.70
5.00
3.93
8.65
0.78
3.80
2.13
3.72
5.45
4.17
3.27

T: 肿瘤组织; P: 癌旁正常组织. 肿瘤组织与癌旁正常组织UCP2

T: 肿瘤组织; P: 癌旁正常组织. 肿瘤组织与癌旁正常组织UCP2

mRNA表达量比较, P = 0.046.

蛋白表达量比较, P <0.01.

2.4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UCP2在不同病变肠黏膜

异有显著性, UCP2的表达似乎与分化状态无关,

组织中的表达 UCP2主要在细胞质中表达, 在正

此结果有待于扩大样本量的进一步研究(表4).

常结肠黏膜组织中几乎无表达, 在结肠癌组织

2.6 与肿瘤转移相关因素的分析 肿瘤的转移与

中癌细胞胞质呈均一棕黄色染色(图3), 阳性染

组织病理分化程度有关, 在有转移发生的患者

色率高且强, 在结肠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达

U C P2的高表达更常见, 肿瘤的转移发生与年

85.9%, 且其表达以染色呈中度和强阳性为主,

龄、性别及部位无关(表5).

在结肠腺瘤组织中也有一定量的表达, 阳性染
色率55%, UCP2在正常结肠组织, 结肠增生性息

3 讨论

肉, 结肠腺瘤及结肠癌中的表达情况具体见表3.

UCP2是解偶联蛋白家族之一, 相对分子质量为

2.5 UCP2的表达与临床组织病理学特征间的关

32 000-34 000 Da[11], 是一种线粒体内膜阴离子

系 UCP2的表达在临床分期为stageⅢ和Ⅳ期的结

转运蛋白, 1997年两个研究小组几乎同时报道

肠癌组织中明显高于处于stageⅠ+Ⅱ的患者, 差

了一种和UCP1有很高同源性的蛋白质, 命名为

www.wjgnet.com

■创新盘点

UCP2在结肠癌中
高表达, 然而目前
UCP2在结肠癌的
发生发展中的作
用尚不明确, 结肠
癌组织中UCP2的
高表达与临床病
理学特征及预后
有着怎样的联系?
这是本研究关注
的问题, 因此, 本
课题组对临床结
肠癌组织标本中
UCP2的表达进行
了检测, 并分析了
其与临床病理学
改变间的关系及
UCP2的表达的临
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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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在肿瘤细胞中
UCP2的升高, 可
以使肿瘤细胞避
免药物、缺氧等
不利环境的刺激,
最终使肿瘤产生
抗性, 因而进一步
开展有关UCP2在
结肠癌中作用的
研究, 为寻找新的
治疗靶点提供了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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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UCP2在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与分布. A: 结肠癌组织中可见棕色染色, 为UCP2阳性染色(×200); B:
结肠癌组织阴性对照, 未见棕色染色(×200); C: 结肠癌组织呈棕色染色, 为UCP2阳性染色(×400); D: 癌旁正常组织细胞未
见染色(×400).

表 3

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UCP2在不同病变中的表达

阳性

表 4

UCP2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学间的关系

		

阳性

n

阴性

正常组织

10

10

0

0

0

0.0

良好

67.9

增生性息肉 10

9

2

0

0

20.0

分化差

72.0

临床分期

轻度

中度 强阳性

表达率(%)

结肠腺瘤

  20

9

3

6

2

55.0

结肠癌

78

10

15

30

22

85.9

P值

UCP2阳性染色率(%)

分组
		

肿瘤分化

阳性细胞<15%计为阴性, 阳性细胞≥15%计为阳性. 按染色强

0.0720

Ⅰ(T1N0M0)+Ⅱ(T2N0M0)

57.1

Ⅲ

70.6a

0.0320

Ⅳ

83.3a

0.0248

度分阴性(0), 轻度阳性(+1), 中度(+2), 强阳性(+3).
a

P <0.05 vs 临床分期Ⅰ+Ⅱ患者结肠组织中UCP2表达.

[12]

UCP2 . UCP2基因有高度的保守性, 人和鼠类
有95%同源序列, 哺乳动物和鱼类之间有85%同
[13,14]

源序列. UCP2与UCP1有56%的同源氨基酸

体内脂代谢和调控细胞内ROS产生等作用. 有研
究表明UCP2通过调控细胞内ROS的产生, 介导
了应激状态下的脑部及心肌细胞损伤机制

结肠癌患者与肿瘤转移的相关性单因素分析

.

UCP2具有介导离子渗透, 影响ATP合成、参与

[15,16]

表 5

,

UCP2升高可抑制ROS的产生, 保护细胞免受氧

95%CI

P值

变量

风险比

年龄(≥60)

0.098

0.081-33.058

0.915

性别		

0.895

0.078-41.221

0.389

发生部位		

2.135

0.610-18.281

0.078

肿瘤部位		

1.270

0.031-1.672

0.049

UCP2高表达

4.321

0.035-0.682

0.046

化应激损伤. UCP2也通过对ROS的调控, 介导了
肿瘤细胞的适应性反应[14,17]. 国外有学者的研究

患者的手术配对标本(结肠癌组织和癌旁组织)

结果显示UCP2在结肠癌组织中高表达[6], 这种

的UCP2 mRNA表达进行测定, 结果显示结肠癌

高表达在结肠肿瘤中具有何种作用与肿瘤的临

组织中UCP2 mRNA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正常组

床病理特征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织, 肿瘤组织中UCP2 mRNA的表达大约是癌旁

我们通过定量PCR方法对来自15例结肠癌

正常组织的4倍(T/P = 3.92, n = 15), 有显著性差
www.wjgnet.com

蒯筱漪, 等. 线粒体解偶联蛋白2在结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异(P <0.05), 提示结肠癌组织存在UCP2 mRNA的

示UCP2在人结肠癌组织中高表达, 这种表达与

表达上调. 我们同时采用Western blot方法检测癌

肿瘤的分期有关. 肿瘤细胞可能利用UCP2发挥

与癌旁组织中UCP2蛋白表达, 发现在结肠癌组

其代谢适应性, 避免ROS介导的细胞凋亡. 在非

织中也存在UCP2蛋白的高表达. 这些结果提示

肿瘤细胞中UCP2可以作为机体的适应性调节因

结肠癌组织中的UCP2表达上调是发生在转录水

素, 避免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害, UCP2成为细胞

[6]

平的, 此结果与Horimoto等 的报道一致.

保护因素[14,17]. 在肿瘤细胞中UCP2的升高, 可以

我们同时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对正常结

使肿瘤细胞避免药物、缺氧等不利环境的刺激,

肠组织, 增生性息肉, 结肠腺瘤和结肠癌组织切

适应性存活的结果是使肿瘤产生耐药性[21,22], 有

片UCP2的表达进行了检测, 发现UCP2表达在

关UCP2在结肠癌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有待进

结肠癌及腺瘤组织中有高表达(阳性表达率分别

一步研究.

为: 85.9%和55%), 而在增生性息肉表达率20%,
且细胞阳性染色为轻度染色阳性, 正常结肠组
织中几乎无阳性染色, 从正常结肠组织到结肠
上皮细胞的增生到肿瘤性病变中U C P2的表达
逐渐增多, 这一结果与Horimoto[6]等的研究结果
是一致的, 提示UCP2可能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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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其过表
达与肿瘤适应性
机制的形成有关.
在非肿瘤细胞中
UCP2可以作为机
体的适应性调节
因素, 避免氧化应
激对细胞的损害,
UCP2成为细胞保
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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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设计合理, 结
论可靠, 具有一定
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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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论坛 TOPIC HIGHLIGHT

中医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研究进展
张声生, 汪红兵, 周 滔, 唐旭东, 卞立群, 周福生, 程宏辉, 谢建群, 袁建业, 黄 宣, 吕 宾

编者按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是临床常见、多发的功能性消化系疾病,
临床分为腹泻型(IBS-D)、便秘型(IBS-C)、混合型(IBS-M)和未定型(IBS-U). 随着社会的发
展、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结构的改变等, IBS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人们
的生存质量, 耗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目前, 现代医学尚无令人满意的治疗方法, 而中医临床
研究和系统评价表明了中医药治疗IBS的特色和优势, 其疗效及作用机制受到国内外专家学
者的肯定, 显示了良好的前景. 本编辑部特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张
声生教授组织本期焦点论坛, 对中医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认识、评价及临床研究进行全面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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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易激综合征
(IBS)是一种以腹
痛或腹部不适伴
排便习惯改变为
特征的功能性肠
病, 根据罗马Ⅲ
标准可分为腹泻
型、便秘型、腹
泻便秘交替型、
未分型四型, 临
床上以腹泻型
(IBS-D)最为常见.
该病依据其临床
表现多属于中医
学之“泄泻”、
“腹痛”、“便
秘”等范畴. 中医
治疗IBS相对于目
前西医对症治疗
更具有优势, 因而
日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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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证候学的研究进展, 为IBS证候学特点认知带
来新的思路. 本文就IBS证候分布规律, 证候
演变,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证候物质基础研究
及方-证相关性研究等方面做一综述与展望,
期望为IBS证候学研究探索新的方向.
关键词: 肠易激综合征; 中医; 证候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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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s and thoughts
Hong-Bing Wang, Sheng-Sheng Zhang

汪红兵, 张声生. 肠易激综合征中医证候学特点的认知和探
索.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 18(21): 2210-2215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8/2210.asp

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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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腹痛或腹部不适伴排便习惯改变为特征
的功能性肠病, 根据罗马Ⅲ标准 [1] 可分为腹泻
型、便秘型、腹泻便秘交替型、未分型四型,
临床上以腹泻型(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D)最为常见. 该病依据其临
床表现多属于中医学之“泄泻”、“腹痛”、
“便秘”等范畴. 中医治疗IBS因相对于目前西
医对症治疗更具有优势而日益受到重视[2], 辨证
则是治疗的关键. 证候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

Abstract

■同行评议者

沈克平, 主任医
师, 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龙华医院
肿瘤科

机体对内外致病因素作出的综合反映, 在宏观

The adva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edicine (CM) syndromes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bring new ideas to the treatment
of IBS. Here, we review the distribution of IBS
syndromes, syndrome evolution, CM diagnostic
criteria, the material basis of syndromes, and
formula-syndrome relationship for IBS, with an
aim to explore new directions for the research of
IBS syndromes.

上表现为特定的症状、体征(舌象、脉象等)的

Key Word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1 证候分布规律研究

Wang HB, Zhang SS.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s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understandings
and though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10):
2210-2215

报道中尚无统一的辨证分类标准, 由于地域气

有机组合, 具有“整体性”和“时相性”的特
征, 其内在因素包含了体质特征、机体脏腑、
经络、气血、阴阳等的失衡及其相互间关系的
紊乱, 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以及邪
正相争的状况和趋势. 证候的规范化以及揭示
证候本质的研究为中医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此对IBS的证候学特点的认知研究意义重大.

1.1 证候分布存在差异性 关于IBS的临床文献
候、饮食习惯、社会节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存在少则2-3型多则6-7型的状况, 多辨证为四个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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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5个证候类型[3]. 如张艳萍等[4]将IBS-D分为肝

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式.

胃不和、脾胃虚弱、脾肾阳虚3型, 并认为泄泻

1.3.2 系统评价研究: 将具有严格科研方法学设

之作, 多责之于脾胃与大小肠病变, 肝胆病变亦

计的临床试验研究系统的进行评价, 作为指导

[5]

可导致. 脾虚湿胜为泄泻之主要病机. 刘敏 将

临床实践的循证医学依据, 近年来系统评价研

I B S分为肝郁脾虚、寒热错杂、脾胃虚弱、津

究逐渐成为中医证候研究的有效方法. 苏冬梅

亏肠燥4型, 并认为主要病机在于肝脾不调, 运

等[8]通过纳入163篇随机对照试验的IBS系统评

化失常, 大肠传导失司. 肝郁脾虚是临床最常见

价研究, 结果表明中药(或联合西药)干预措施能

[6]

的证型. 张帆 将IBS-D分为肝气乘脾、湿热内

明显改善IBS-D症状, 与单纯西药干预或安慰剂

结、脾胃虚弱、脾胃虚寒、脾肾阳虚5型, 认

比较, 在提高总体症状痊愈率、总有效率、症

为该病与肝、脾、肾关系密切, 多因肝郁、脾

状积分改善及复发率方面有明显优势, 且未发

[7]

虚、肾阳虚、气机升降失常所致. 尚录增 将

现严重不良反应.

I B S分为脾胃虚弱、肝木乘脾、脾胃阴虚3型,

1.3.3 其他研究方法: 对于IBS的证候学研究还有

并认为认为本病病位在脾胃与大肠, 多由感受

一些其他的研究手段可以借鉴. 如数据挖掘技

外邪、饮食所伤、七情不和及内脏虚弱所致.

术,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

1.2 证候分布情况统计 使用中国生物医学文献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借鉴其方法来研究中医证

数据库(B M B i s c)及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数据库

候的构成特点及规律. 如对应分析方法, 可通过

(CM-CC), 查阅2000-2008年关于IBS中医辨证

证候要素与证候的关联原则及逻辑关系, 为IBS

分型及论治的文章共346篇, 选择文献报道病例

中医证候研究提供有力帮助[9]. 另外, 由于IBS证

数大于30例的相关文献69篇, 发现相关文献报

候因素较多, 运用“降维升阶”法 [10]将在临床

道最常见的证候依次为肝郁脾虚、脾胃虚弱、

辨证施治过程中有效地将证候因素化繁为简,

肝气郁结、脾虚湿盛、肝脾不和等5个证候, 占

同时可作为IBS证候研究的有力工具.

全部纳入统计的研究病例的80%以上, 与我们
前期的统计一致[3]; 证候类型超过50例的13个主

2 证候演变研究

要证候中, 主要病因病机涉及肝郁、脾虚、湿

《医方考》云: “泻责之脾, 痛责之肝, 肝责之

盛3个方面, 占总数的90%以上. 而且, 主要证候

实, 脾责之虚, 脾虚肝实故令痛泻”. 《景岳全

类型地域分布情况存在地域差异性, 在南方地

书•泄泻》云: “凡遇怒气便作泄泻者, 必先以怒

区肝郁脾虚证较其他证候类型相对更为多见,

时夹食, 致伤脾胃, 故但有所犯, 即随触而发, 此

其余证候类型分布较为平均, 而在北方并无此

肝脾二脏病也. 盖以肝木克土, 脾气受伤使然”.

分布特点.

IBS的病因病机较为复杂, 证候演变主要有以下

据此不难发现, 虽然辨证不外肝郁、脾虚、

几方面.

肾虚、气滞、湿阻、血瘀或各型兼杂, 但有的

2.1 责之于肝 IBS患者的致病和诱发与情志因

分型随意性强, 普遍存在分型重复的现象, 难以

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祖国医学则认为肝与情绪

体现本病的特异性; 同时过多地分型也不利于

变化联系最为密切. 肝为将军之官, 主疏泄气机.

筛选药物进行规范化研究和临床辩证组方的选

肝木有病则气机拂郁, 脾运化受制, 是为肝气横

择和应用. 在占主导地位的专病专方治法中, 自

逆犯脾. 申亚东等 [11]认为该病病机主要为情志

拟方过多过杂, 多数方剂名称各异而药味几近

内伤, 肝气郁结, 横逆犯脾, 脾胃失和, 传导失职,

相同, 常见此方与彼方仅一两味药物之差使整

升降失调. 刘保成[12]认为IBS临床表现复杂, 主

体研究缺乏系统性. 所以, IBS中医证候学研究

要病机是以肝气(阳)虚为特征的脾胃功能紊乱.

方法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肝“体阴而用阳”, 肝气(阳)虚可表现为疏

1.3 IBS证候研究方法

泄不及, 故腹泻或便秘. 此时肝脏本身的调节能

1.3.1 临床流行病学: 从宏观或群体的角度, 采用

力较低, 对情绪刺激耐受力差, 易在情绪或(和)

人群对照设计方案, 研究疾病的分布特点、流

寒冷等因素刺激下, 肝气虚而亢进, 横逆脾胃,

行因素以及消长规律, 从而探讨疾病在人群中

故腹痛、腹胀, 且便后痛减, 便量不增加, 睡眠

发生和流行的原因. 由于患者体质、饮食及生

中不发作等特点. 肝的疏泄失常, 内生痰浊, 故

活习惯、所处地域等不同因素, 运用临床流行

黏液便. 姜寅光[13]认为IBS发病多责之于肝, 但

病学的方法描述及研究I B S的证候分布特征是

并非只局限于土虚木乘, 还包括肝阳虚疏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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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木不疏土及肝疏泄太过之木旺乘土. 洛洁

虚, 致寒湿内生; 气机不调可生湿、生热、生痰,

恒 [14]认为本病病因与肝气不畅, 情志失调密切

也可形成寒热互结、虚实夹杂的征候. 我们认为,

相关. 情志不畅, 郁怒伤肝, 肝失疏泄, 肝气克脾,

IBS其实脾脏已虚, 肝郁则气滞, 脾气虚则运化失

肝脾失调, 引起升降失调, 脾失健运, 饮走肠间,

常. 因此本病中医病机常责之为肝郁脾虚. 不同

气滞肠壅, 寒热错杂, 虚实夹杂, 本虚标实.

病变阶段的临床表现均不相同, 但基本病机总离

2.2 责之于脾 叶桂川云: “肝病必犯脾土, 是侮

不开脾虚肝郁, 他贯穿于疾病发展的始终.

其所胜也, 克脾则腹胀, 便澹或不爽”. 朱耀群
等[15]认为本病肝旺脾虚为多, 病机多以脾胃虚弱

3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为本, 肝气郁结为标, 病机主要为肝郁脾虚、寒

我国迄今为止, IBS中医辨证和分型标准逐渐规

热夹杂, 而以脾虚为中心环节. 范京国等

[16]

强调

范. 到目前为止, 关于本病的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土虚则木乘, 脾虚在先, 脾虚之人易受情志刺激

共有以下四种不同方案.

而产生症状. 崔莉红[17]认为本病主要责之于脾,

3.1 《实用中医消化病学》 李乾构等[23]将IBS的

“脾”是以消化系统为主的多功能的综合单位,

临床症状分为主症、次症, 并且根据不同的主

他的功能除包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外,

症和次症将本病分为: 肝郁脾虚证、肝肠气滞

还包括自主神经、能量代谢、内分泌、免疫及

证、肠道津亏证、湿热阻滞证、寒湿困脾证、

运动等多系统功能在内. 当脾虚时, 运化功能失

脾气虚弱证以及脾肾阳虚证等7个证候类型, 其

常, 他的主要病机目前认为是胃肠功能紊乱, 其

中肝郁脾虚、湿热阻滞、寒湿困脾、脾气虚

证涉及消化系统功能障碍和胃肠道激素的异常

弱、脾肾阳虚证为腹泻型. 根据IBS证候演变规

等. 刘同坤等[18]认为IBS为发作性疾病, 脾阴虚

律, 将IBS中医证候分为实证(肝肠气滞证、湿热

为本, 肝郁、脾气虚、积滞则为标, 肝脾不调为

阻滞证、寒湿困脾证)、虚实夹杂证(肝郁脾虚

主要病机.

证)和虚证(肠道津亏证、脾气虚弱证、脾肾阳

2.3 肝脾互为影响 不少学者认为脾虚与肝郁结

虚证)三大类. 实证则攻之, 虚证则补之, 虚实夹

合为患. 蔡淦认为肝脾不和, 脾虚肝旺为其病机

杂证则攻补兼施, 各取其法.

要点 . 肝为刚脏, 体阴用阳, 其性疏泄调达, 且

3.2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国家药品

有赖于脾生化气血以滋养, 才能刚柔相济, 即

监督管理局制定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脾土营木”. I B S之腹泻以情志不遂为诱因,

则》 [24]中没有本病的证候分类标准, 将中医范

以腹痛急迫、痛而欲泻、排便不畅、泄后痛减

畴中相关疾病“泄泻”的证候分类标准作为本

为特点, 患者亦常出现肝脾不调、气机郁滞之

病的诊断标准: 寒湿证、湿热证、食滞证、肝

胸胁满闷, 急躁易怒、四肢倦怠、精神不振等

郁乘脾证、脾胃虚弱证、肾阳虚衰证等六型,

[19]

认为情志不舒或者过极易伤肝,

可作为I B S-D中医证候分类标准的参考. 针对

思虑过度则损脾, 伤肝则气机不畅, 伤脾可致运

IBS-D的中医证候特点, 根据外邪与内伤两种致

化不及, 若肝脾同病则大肠既不能得脾气之运

病因素, 制定的证候诊断标准囊括了腹泻型肠

化, 又不得肝气之疏泄, 糟粕内蕴, 留而不去则

易激综合征的全部证候特征, 但没有涉及IBS其

症. 彭志允等

[20]

[21]

发病. 董爱峰 认为由于长期的情志不遂而损脾

余类型的中医证候特点.

伤肝, 肝伤则气机郁结, 疏泄失常; 脾虚则运化

3.3 IBS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草案) 中国中西医

失健. 肝脾不和则会导致一系列证候群. 由于患

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于2003年制

者的体质差异主要可概括为两方面的病机转归.

定了IBS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草案)[25], 将本病

一肝气乘脾, 脾失健运, 水湿下趋肠道致泄泻、

分为肝郁气滞证、肝气乘脾证、脾胃虚弱证、

腹痛、肠鸣; 二肝脾气滞, 气机不利, 肠腑传导

寒热错杂证和大肠燥热证5个证候类型. 将症状

失司, 糟粕内停致便秘、腹胀、腹痛等症状. 张

特征与证候因素相结合, 突出了中西医结合诊

[22]

涛 认为IBS从其临床表现和诱发因素看, 中医

疗方案的特点, 为腹泻型、便秘型的IBS均提供

辨证以肝脾不和, 木旺乘土或木不疏土范畴多

了相应的证候诊断依据.

见. “肝为起病之源, 脾为传病之所” , 肝、脾

3.4 《中医消化病学诊疗指南》 中华中医药学

两脏在生理上相互协调, 相互为用; 在病理上则

会脾胃病分会集全国各省市脾胃病专家共同

相互影响.

制定了《中医消化病学诊疗指南》 [26], 将本病

疾病后期, 因久病不愈可导致脾阳和肾阳亦

分为肝郁脾虚、脾胃虚弱、肝郁气滞、脾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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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脾胃湿热、肠燥津伤6个证型, 其中肝郁脾

方剂, 如肝郁脾虚多选痛泻要方、脾气虚弱多

虚、脾胃虚弱、肝郁气滞、脾肾阳虚、脾胃湿

选参苓白术散, 缺乏一些创新性的或有独到见

热等5个证型为腹泻型. 《中医消化病学诊疗指

解的组方, 值得大家进一步思考.

南》在借鉴以往本病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基础
上, 综合采纳了全国各地权威中医专家的意见,

5 证候物质基础研究

充分结合中医临床实际特点, 并全面地考虑了

胃肠动力紊乱和内脏感觉异常是I B S症状发生

我国的地域差异性, 对IBS患者的治疗有指导性

的主要病理生理学基础. 胃肠激素是调节胃肠

意义.

运动的重要因素, 目前大量研究显示胃肠激素
的分泌、释放紊乱在该病的发病中占有重要

4 方-证相关性研究

的地位. 近年来, 许多学者从胃肠激素与IBS中

范汉淮 [27]将此病分为3型: 肝气乘脾型, 方选痛

医各个证候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如陈

泻要方加味; 脾胃虚弱型, 方选参苓白术散加减;

芝芸等 [34]将94例I B S患者, 按中医分型标准分

寒热夹杂型, 方选乌梅丸加减. 原培谦[28]认为本

为肝郁脾虚组42例、脾胃虚弱组30例、脾胃

病可分为4型: 肝郁脾虚型, 方用痛泻要方加味;

阴虚组22例, 采用放免法检测患者血清神经肽

气滞肠涩型, 方用柴胡厚朴汤合增液承气汤; 脾

Y(nuropeptide Y, PY)、P物质(substance P, SP)、

虚湿困型, 方用参苓白术散合胃苓汤化裁; 脾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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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虚型, 方用四神丸合理中汤加减. 刘水章[29]对

胰高糖素(Glucagon, Glu)的含量, 并于健康对照

便秘型I B S分为5型: 气郁型, 治以行气导滞之

组比较, 结果显示肝郁脾虚组患者血清V I P、

方药; 气虚型, 治以益气通便之方药; 血虚型, 治

Glu含量较健康对照组增高, NPY、SP含量与健

以养血润肠通便之方药; 阴虚型, 治以滋阴通

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马军等 [35]按中医

便之方药; 阳虚型, 治以温阳通便之方药. 赵爱

分型标准将I B S患者分为肝郁气滞组、肝气乘

[30]

莲 将IBS分为6型: 脾胃虚弱型, 方用参苓白术

脾组、脾胃虚弱组、大肠燥热组, 检测患者血

散; 肝旺乘脾型, 方用痛泻要方合四逆散; 湿浊

清中SP、生长抑素(somatostatin, SS)、VIP、胆

困脾型, 方用胃苓汤、二陈汤; 脾肾阳虚型, 方

囊收缩素(cholecystokinin, CCK)的含量, 并于健

用以附子理中汤、四神丸加减; 寒热夹杂型, 方

康对照组比较, 结果显示肝气郁结组SS、CCK

用乌梅丸; 阴虚肠燥型, 方用以增液汤合五仁丸

较健康对照组升高, SP下降; 肝气乘脾组SS、

把IBS分为4型: 肝气郁结型,

V I P、C C K明显升高. 谢建群等 [36]选取24例肝

用柴胡疏肝散或调气散加减; 脾胃虚寒型, 用参

脾不和型IBS患者进行空腹血清胃动素(motilin,

苓白术散加减; 肠道湿热型, 用葛根芩连汤加减;

MOT)水平测定, 结果显示IBS患者血清MOT含

加减. 周军丽等

[31]

肾阳虚衰型, 用四神丸加味. 李熠萌

[32]

将IBS辩

量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提示肝脾不和型IBS患

证分为3型: 肝郁脾虚型, 痛泻要方治疗; 脾气虚

者MOT释放异常, 可能是其发病的物质基础之

弱型, 予参苓白术散治疗; 脾肾阳虚型, 予四神

一. 常东等[37]将IBS患者分为肝郁气滞证组、肝

丸合理中汤治疗. 徐继璞[33]将IBS分为8型: 肝胃

郁脾虚证组、脾胃虚弱证组、正常对照组, 运

郁热型, 治宜清热泻火、解郁和胃, 方用丹桅逍

用放射免疫同批测定血清MOT、CCK和SS水

遥散; 肝郁气滞型, 治宜疏肝理气通便, 方用柴

平, 结果肝郁脾虚证组CCK、SS高于正常对照

胡疏肝散加减; 肝郁脾虚型, 治宜疏肝理脾, 方

组. 以上各种研究结果表明了IBS患者体内确实

用逍遥散加减; 气滞血瘀型, 治宜行气活血通腑,

存在着胃肠激素的异常变化. 以肝郁脾虚证为

方用桃核承气汤加减; 脾胃虚寒型, 治宜温中健

例, SS、SP、CCK、VIP、MOT等胃肠激素含

脾和胃, 方用参苓白术合理中丸; 气血亏虚型,

量明显高于正常, 而中医健脾疏肝治疗对于胃

治宜养气养血、滋阴通便, 方用增液承气汤加

肠激素的调节亦具有明显疗效, 如李国霞等[38,39]

减; 肝气乘脾(肝木克土)型, 治宜抑肝调脾, 方用

对24例IBS患者以疏肝健脾汤治疗, 检测治疗前

痛泻要方加减; 肾阳虚衰型, 便秘者以温阳通便,

后血清5-羟色胺(5-HT)及MOT, 结果显示治疗后

方用右归饮合温脾汤或济川煎, 便溏者以温肾

过高的血清5-HT、MOT均显著下降(P <0.01). 同

固涩、健脾, 方用四神丸合六君子汤. 由此可见,

时, 现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IBS不同中医证候中

虽然因辨证分型的差异而导致选方种类繁多,

胃肠激素水平的变化确实有差异, 提示胃肠激

但基本还停留在遵循治疗法则而选择相应经典

素可能是IBS各中医证候基础调节机制之一,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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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以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建设为依托, 借助相

然而, IBS中医证候和胃肠激素也存在着自

关国家重点扶持的科研项目, 确定少数几个能

身研究方面的缺陷. 第一, 对于实验室相关指标

反映该病特征的证型为主要证型, 并以此为重

的检测与利用, 应注意疾病发展的不同时段的

点研究对象进行临床研究, 应尽可能进行大样

指标特异性, 避免指标泛化, 应从以往追求与证

本、多中心的病例随机对照盲法研究, 结合国

候相关的单一特异性指标的思路上拓展到研究

内外先进的科研统计方法, 科学评价临床疗效,

指标间的关联与证候演变的关系, 以揭示疾病

疗效评定应尽量做到量化; 第二、搭建由多学

与证候的内在关联及其生物学意义. 第二, 尽管

科技术人员共同构成的技术平台, 采用数据挖

许多胃肠激素的生理功能已经明确, 但胃肠激

掘的统计方法, 在整理挖掘名老中医经验和文

素在I B S发病机制中所扮演的确切作用尚无定

献回顾的基础上, 从众多的自拟方、固定方中

论, 目前的报道多集中激素含量的检测, 可以尝

筛选出1-2个使用频率较高、疗效确切的方剂,

试从激素受体和受体后信息传递系统的改变等

重点对其进行药理和临床试验研究, 探讨专方

多方面加深研究, 并通过将研发的相关激素受

作用机制; 第三、以重点实验室为单位, 运用现

体激动剂或拮抗剂应用于临床, 提高IBS的诊疗

代实验手段, 制备IBS常见证候的动物模型, 深

水平.

入开展临床基础研究, 阐明IBS常见的, 如肝郁

6 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I B S中医证候学特点的研究目的是为了掌握该
病的病因病机及证候演变规律, 为中医临床辨
证治疗IBS提供准确有效的治疗方法, 但目前研
究中仍存在以下问题. (1)诊断标准不一: 使得对

脾虚等证的本质; 第四、以临床药理基地为基
础, 运用现代制剂新技术进行中药剂型改革, 根
据不同证候类型开发研制一批疗效肯定, 使用
方便, 便于保管的中成药, 以利于在此基础上进
行实验与临床研究.

IBS诊断的准确性及精确性有待提高, 也使得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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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
展、生活节奏的
加快、饮食结构
的改变等, IBS的
发病率越来越高,
不同程度地影响
了人们的生存质
量, 耗费了大量的
医疗资源. 目前,
现代医学尚无有
效的治疗方法, 而
中医临床研究和
系统评价表明了
中医药治疗IBS的
特色和优势, 其疗
效及作用机制受
到国内外专家学
者的肯定, 显示了
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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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同行评议者

刘凤斌, 教授, 广
州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消化
内科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is a common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 that has a
high incidence rate. Chinese medicine (CM) has
shown some advantages in treating IB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advances in treatment of IBS
by CM. The fundamental pathogenic mechanism
of IBS is liver and spleen dysfunction and secondary pathological outcomes, such as dampness, hotness, food stagnation and congealing
cold. The main syndromes of IBS include spleen
deficiency and dampness stagnancy, stagnation
of liver and spleen deficiency, Yang deficiency

of spleen and kidney, dampness and hotness of
spleen and stomach, stagnation of liver Qi, and
deficiency of fluid and excessive heat in large
intestine. The advantages of CM for treatment of
IBS include effective relief of main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ndromes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better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syndromes, syndrome evolution, quality
of clinical research, the timing of treatment by
CM,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linical efficacy
evaluation.
Key Word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Chinese
medicine; Diagnosis situation; Challenge
Zhang SS, Zhou T, Wang HB.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by Chinese medicine: advances
and challeng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216-2220

摘要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是临床常见功能性胃肠病之一, 中医药治疗
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本文结合国内外的IBS
中医药诊治进展, 概述了中医药诊治IBS方面
取得的成就: IBS基本病机为肝脾失调, 产生
湿浊、湿热、食滞、寒凝等次生病理产物;
主要证候为脾虚湿阻证、肝郁脾虚证、脾肾
阳虚证、脾胃湿热证、肝郁气滞证及肠道燥
热证; 中医药治疗优势在于有效缓解腹痛、
腹泻及便秘等主要临床症状, 改善中医临床
证候,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具有较好的成本效
果比. 中医药在诊治IBS在证候生物学基础、
证候演变规律、临床研究质量、中医治疗时
机、临床疗效评价标准等方面尚需深入研究.
关键词: 肠易激综合征; 中医药; 诊疗现状; 挑战
张声生, 周滔, 汪红兵, 肠易激综合征中医药诊疗现状与挑
战.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 18(21): 2216-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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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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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常见、多发的功能性消化系疾病, 临床分

年来文献报道的5 885例IBS-D患者中医证候的

为腹泻型(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回顾性研究以及360例IBS-D患者中医证候的分

syndrome, IBS-D)、便秘型(constipatd irritable

析亦表明肝郁、脾虚、湿盛是本病发病的主要

bowel syndrome, IBS-C)、混合型(mixed irritable

病机, 提出调和肝脾是治疗IBS的基本治法. 综合

bowel syndrome, IBS-M)和未定型(unsubtyped

各家论述的基本点, IBS基本病因病机为饮食不

[1]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U) . 随着社会的

节、情志失调、外邪内侵、劳役禀赋等, 导致肝

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结构的改变等,

脾失调, 脾虚运化失常, 肝郁气机阻滞, 并产生湿

IBS的发病率越来越高, 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人们

浊、湿热、食滞、寒凝等病理产物, 从而导致腹

的生存质量, 耗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目前, 现

痛伴大便性状改变的IBS.

[2]

1.2 形成了规范的中医IBS诊疗共识与指南 近

和系统评价 表明了中医药治疗IBS的特色和优

年来关于IBS的证候学研究报道较多. 如周福生

势, 其疗效及作用机制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

等[15]分析近五年国内文献70余篇, 发现IBS证型

肯定[4], 显示了良好的前景. 本文概述了中医药

以肝郁脾虚、脾胃虚弱、湿热内蕴及肝胃阴虚

诊治IBD方面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进行.

四型为主, 其中肝郁脾虚占40%左右. 我们[11]检

代医学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而中医临床研究
[3]

索了2000-2008年IBS中医辨证分型文献, 病例数
1 IBS中医药诊疗现状

大于30例的相关文献共69篇, 发现最常见的证候

1.1 阐明了IBS的中医基本病因病机 目前西医关

依次为肝郁脾虚、脾胃虚弱、肝气郁结、脾虚

于IBS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 研究进展

湿盛、肝脾不和等5个证候, 占80%以上.

显示, 其病理生理学基础主要涉及肠道动力和肠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与中国中西医

道平滑肌功能障碍、内脏感觉异常、脑-肠轴机

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多年来组织

制、精神心理因素、胃肠道激素及全肠道感染、

全国中医、中西医结合脾胃病专家, 总结了IBS

[5-6]

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或小肠细菌移位等方面

.

中医证候流行病学调查、证候演变规律研究、

根据IBS的临床特点, 中医学将其归于“泄

证候诊断标准化研究、疗效评价研究的基础上,

泻”、“腹痛”、“便秘”等疾病范畴. 几十

进行了IBS的中医诊疗共识意见与诊疗指南的制

年来, 众多中医学者结合古代文献研究与临床

定. 如李乾构等[16]主编的《实用中医消化病学》

实际, 对IBS进行了深入研究, 阐明了IBS的中医

将IBS分为肝郁脾虚证、肝肠气滞证、肠道津亏

基本病因病机. 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 “因

证、湿热阻滞证、寒湿困脾证、脾气虚弱证以

于露风, 乃生寒热, 是以春伤于风, 邪气留连, 乃

及脾肾阳虚证7个证候进行辨证论治; 2003年中

为洞泄”. 《素问·举痛论》曰: “寒气客于小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制

肠, 小肠不得成聚, 故后泄腹痛矣”. 《素问·太

定的“IBS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草案)”[17]提出

阴阳明论》指出: “饮食不节, 起居不时者, 阴受

分肝郁气滞证、肝气乘脾证、脾胃虚弱证、寒

之, ……阴受之则入五脏, ……入五脏则满闭塞,

热错杂证和大肠燥热证5个证候进行辨证论治;

下为飨泄”. 《医方考》云“泻责之于脾, 痛责

2006年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出版了《中

之于肝, 肝责之实, 脾责之虚, 脾虚肝实, 故令痛

医消化病学诊疗指南》[18]提出分肝郁脾虚、脾

泻”; 寺崎真[7]认为脾虚湿盛是IBS-D发病之本,

胃虚弱、肝郁气滞、脾肾阳虚、脾胃湿热、肠

肝失疏泄是发病之标, 肝郁脾虚是本病的总病

燥津伤等6个证候进行辨证论治. 这些诊治方案

[8]

机. 沈芸等 认为肝脾不和, 脾虚肝旺为其病机要

或诊疗指南反映了临床研究的成果, 规范了IBS

点. 黄文伟等[9]总结文献报道, IBS主要病因有饮

的临床诊疗, 提高了临床疗效. 2008年开始, 中华

食不节、外感时邪、情志失调、素体阴虚或阳

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依据循证医学的原理, 结

虚, 这些因素致使脏腑气血失调, 而出现气滞、

合国内外现有诊治指南和中医的诊疗特点广泛

血瘀、寒、湿、热等内生的一系列病理过程. 其

搜集循证资料, 并先后组织国内中医消化病专家

病位主要在肝、脾胃及大肠, 与心肾有关. 肝郁

就IBS的证候分类、治疗方药、诊疗路径等一系

脾虚是主要病机, 同时脾虚、湿热、寒凝、气滞

列关键问题按照国际通行的德尔斐法进行的3轮

等虚实夹杂证候也是本病的病理特点. 谢建群

次投票, 制订了“IBS中医诊疗共识意见”, 首次

等[10]认为IBS属于痛泻之证, 系由肝郁脾虚, 土虚

将本病分为脾虚湿阻证、肝郁脾虚证、脾肾阳

[11-14]

木乘, 脾受肝制, 运化失常所致. 我们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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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证、脾胃湿热证、肝郁气滞证、肠道燥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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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证候, 提出了相应的代表方药, 制定了详细的

显示, 中医药(或联合西药)干预的痊愈率、总有

临床治疗路径. 进一步提高了中医诊治IBS的临

效率及复发率均显著优于单纯西药干预, 但对

床水平.

腹痛、腹胀、便秘三大主要症状未见明显优势;

1.3 明确了中医治疗IBS的疗效与优势 中医治疗

两者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医药治疗I B S的良好前

IBS一般分为辨证分型论治、基本方加减治疗、

景. 因此, 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中医药治

验方治疗、中成药治疗、针灸推拿治疗、灌肠

疗IBS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 不仅改善腹痛、腹

治疗等, 体现了中医干预措施的灵活多样性. 目

泻、便秘主要临床症状和中医证候, 并且可以改

前许多临床报道与文献分析, 阐明了中医药治疗

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其近期、远期疗效均较好.

[19]

IBS的疗效与优势. 如沈芸等 采用中药复方肠

1.4 其他方面 我们目前完成的一项课题

吉泰治疗IBS-D总有效率为83.3%, 得舒特对照组

(SF-2005-9)对IBS患者的首诊就诊动机进行了调

仅为73.3%; 且肠吉泰在改善患者大便性状、减

查, 结果表明首诊选择并信任中医者占41.9%, 希

少腹泻患者排便次数、减少排便急迫感天数方

望中西医结合治疗而寻求中医治疗者占40.3%,

[20]

采用随机双

西药效果不好而寻求中医者占17.2%. 说明IBS患

盲、安慰剂平行对照临床试验设计, 以痛泻宁颗

者群对中医的认可度较高, 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中

粒治疗IBS-D, 腹痛总有效率为92.3%, 腹泻总有

医药诊治该病的优势[14]. 而在卫生经济学方面,

效率分别为96.2%, 中医证候总有效率为92.3%,

该课题首次从卫生经济学角度对中医药辨证论

均明显优于安慰剂; 且腹痛缓解时间短. 痊愈和

治IBS-D进行了探讨, 结果显示在治疗期间的直

显效受试者停药后4 wk随访结果表明, 痛泻宁

接成本方面中药组低于西药组, 而且总体成本的

颗粒组腹泻复发或加重时间较安慰剂组明显延

成本效果比亦低于西药组, 表明中药组具有良好

面, 其疗效均优于得舒特. 王刚等

采用随机对照设计, 分别从辨证论

的经济学价值[31]. 由此可见, 中药辨证论治IBS-D

治、中医不同治法疗效比较、主要治法结合随

的在治疗过程中产生的直接成本和总体成本、

证加减等多个方面, 开展了中医药治疗IBS-D的

尤其是远期成本占有明显的优势, 符合中医药

临床研究. 研究显示, 辨证论治中药组总有效率

“简、便、廉、验”中“廉”的特点, 有较好的

为93.8%, 匹维溴胺组为81.3%; 并在改善腹痛程

成本效果比,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长. 我们

[2,21-25]

度积分、排便满意度积分、生活干扰积分和IBS
病情变化积分表(BBS)总积分方面均优于匹维
溴胺组; 应用SF-6量表从生理功能、生理职能、

2 挑战
2.1 证候生物学基础研究尚待深入 随着现代医

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生命活力、社会功能、

学对IBS病理机制的研究深入, IBS中医证候的

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等8个维度进行评价, 中药

生物学基础研究迫在眉睫. 虽然近年来IBS证候

组能显著改善患者近期生活质量, 并优于匹维

的生物学基础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 如一些研

溴胺. 比较疏肝健脾法与健脾化湿法治疗IBS-D

究提示胃肠激素可能是I B S各中医证型基础调

的研究显示, 疏肝健脾法疗效优于健脾化湿法.

节机制之一[32,33], 但应注意IBS疾病发展的不同

同时以疏肝健脾、疏肝健脾化湿法、健脾疏肝

时段的指标特异性, 避免指标泛化, 应从以往追

除湿化瘀法为主治疗IBS-D亦显示满意的临床

求与证候相关的单一特异性指标的思路上拓展

疗效. Bian等[26]、Shi等[27]、石珺等[28]与苏国彬

到研究指标间的关联与证候演变的关系, 以揭

等[29]采用系统分析及荟萃分析, 评价痛泻要方为

示疾病与证候的内在关联及其生物学意义; 另

主治疗IBS-D的临床疗效, 认为其近期疗效、短

外需要创新发展, 如从中医的病因病机我们不

期疗效、长期疗效均较好, 能改善临床症状, 优

难发现IBS与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疏肝药物

[3]

于安慰剂及对照西药. 我们 对中医治疗IBS-D

也在IBS的治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近两年肝-肠

的临床疗效进行了系统评价, 通过计算机检索全

轴的提出也使肝脏疾病对肠道黏膜的影响有据

面收集国内外有关中草药治疗IBS-D的随机/半

可循, 那么肝脏对于IBS证候学又有怎么样的影

随机对照试验, 共纳入163篇文献, 包括14 150例

响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同时, 针对中药复方

患者, 定性分析后发现中草药治疗IBS-D有明显

的诸多研究难点及复方多成分、多靶点的作用

疗效, 在总体症状痊愈率、总有效率、症状积

特点以及中医证候的系统复杂性, 在新的研究

分改善及复发方面均优于西药干预及安慰剂组;

思路和方法上的突破势在必行[34,35], 如中医方证

而对中医治疗IBS-C的临床疗效的系统评价 [30]

研究已深入到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水平, 利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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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和方法研究中医方证相关

法又应当反应中医药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的特

问题出现了不少成果, 那么IBS的证候相关代谢

点. 总之, IBS的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的建

谱群又有什么特征? 总之, 开展全方位、多层

立要注重临床指标体系的构建, 注意指标的结

次、多角度的证候本质研究是我们今后努力的

构性与层次性, 促进中医药治疗IBS的临床疗效

重要方向之一.

评价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2.2 证候演变规律研究尚待探索 从临床所见和
各种文献资料分析[36,37], 本病的发生多由诸多原

3 结论

因导致脾失健运, 运化失司, 形成水湿、痰瘀、

虽然中医药诊治I B S在病因病机、证候标准、

食积等病理产物, 阻滞中焦气机, 导致肠道功能

诊疗共识或指南、临床疗效等方面均取得显著

紊乱; 肝失疏泄, 横逆犯脾, 脾气不升则腹胀腹

的成就, 突出体现了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 但中

泻, 若腑气通降不利则腹痛, 肠腑传导失司则便

医药治疗IBS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尚需要中

秘. 但本病的始动阶段的证候特征与病程长短、

医、中西医结合脾胃病学者站在更高的战略高

发展阶段的演变规律及病理产物的转化、疾病

度, 本着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 把握机遇, 勇于

的证候终点与治疗逆转等诸多问题值得探索.

迎接挑战, 建立中医药诊治IBS的完善体系, 为

2.3 中医临床研究尚待规范 以往的文献研究[3,29]

中医药的发展作出贡献.

告诉我们, 目前我们开展的I B S中医临床研究
所采用的临床试验的方法学质量相对较低, 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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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肠易激综合征是临床常见功能性胃肠病之一,
中医药治疗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但其临床疗
效一直难以得到认可, 其中临床疗效评价指标
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本文结合国外的肠
易激综合征的评价方法, 探讨中医药治疗肠易
激综合征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的内涵.
关键词: 肠易激综合征; 临床疗效评价; 中医药

■背景资料

肠易激综合征
(IBS)是常见功能
性胃肠病之一, 中
医药对其治疗具
有一定的特色和
优势, 但其疗效一
直难以得到国内
外业界的认可, 原
因之一就是相关
的中医药临床研
究中, 缺乏通用的
或规范的临床疗
效评价方式, 使得
研究结果间缺乏
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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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is a common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Chinese
medicine has certain advantages in the treatment
of IBS though its clinical efficacy has not been
widely accepted. The major factor restricting the
use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treatment of IBS is
the lack of a system for assessment of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some considerations on how to establish
such a system for assessment of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IBS.
Key Word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Clinical efficacy assessment; Chinese medicine
Tang XD, Bian LQ. Thoughts regarding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for assessment of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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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是常见功能性胃肠病之一, 中医药对其治疗具
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 但其疗效一直难以得到
国内外业界的认可, 原因之一就是相关的中医
药临床研究中, 缺乏通用的或规范的临床疗效
评价方式, 使得研究结果间缺乏可比性[1]. 国家
《中医临床研究发展纲要(1999-2015)》认为
“建立科学规范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 是中医
临床研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 因此, 构建规范
的中医药治疗I B S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是提高
临床研究质量, 提高中医药认可度的重要举措
之一. 临床疗效是干预措施作用于机体的客观
反应, 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一定的疗效评价方式
加以测量. 但是不同的疗效评价方式之间存在
着差异, 其测量目的不尽相同, 所得出的结论存
在一定的差异甚至截然相反[2,3], 因此, 需要对各
种临床疗效评价方式加以规范, 建立临床疗效
评价体系, 使得临床研究在评价方式的选择方
面有章可循, 增强结论之间的通用性和可比性.
I B S是一种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功能性
疾病, 各种理化均无明显异常, 至今尚未发现特
异性的理化检查指标, 诊断仍以症状诊断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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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应, IBS的临床评价方法均是以症状为基

2 反应生活质量的评价指标

础的评价方法, 一些硬指标、替代指标如血浆

IBS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对IBS患者生活

胃动素、胃泌素、β-内啡肽、小肠传递时间、

质量的测评量表包括疾病专用量表与普适性量

直肠动力及内脏感觉的相关指标均未在临床研

表. 常用的疾病专用量表有I B S生活质量量表

究中得到广泛认可. 目前该病的疗效评价指标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quality of life measure,

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反应疾病疗效的评价指

IBS-QOL)[10], 普适性的量表如SF-36[11,12]等.

标; (2)反应生活质量的评价指标; (3)反应心理状
态的评价指标; (4)中医药特色的评价指标.

IBS-QOL量表由Patrick等人研制. 该表由34
个自我评价的条目构成, 从心境恶劣、行为障
碍、躯体意念、健康担忧、逃避进食、社会功

1 反应疾病疗效的评价指标
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反应疾病疗效的评价指标
有IBS症状严重程度量表(IBS symptom severity
scale, IBS-SSS)[4]、明显缓解(adequate relief,
AR)[5]、显著改善(satisfactory relief)[6]、症状日
记[7]等.
IBS-SSS量表是已经得到验证的唯一的IBS
症状量表, 其有效性、可靠性及对治疗的敏感
性已得到了验证. 该表除一般资料及填写说明
外,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严重程度测评,
从腹痛的程度、腹痛的频率、腹胀的程度、排
便满意度及对生活的影响5个方面计算总分, 总
分为500分, 低于75分可被视为处于缓解期, 轻
度、中度及重度的界值分别为75-175, 175-300,
300分以上; 第二部分为IBS的其他资料, 用户可
以对大便次数、大便性状、腹痛的部位、腹痛
的性质等作详细填写[4].
AR的问题是“在过去的1 wk内, 你的IBS疼
痛和不适症状有明显的减轻吗? ”, 受试者回答
为“是”或“否”. 显著改善的问题是“在过
去1 wk内, 你的IBS症状有显著改善吗？”受试

能和性关系八个维度评价生活质量, 该表已达
到较好的心理学测量效度, 可作为IBS临床疗效
评价的次要结局指标使用[10]. SF-36是目前国际
上应用得最为广泛的普适性量表, 该量表从躯
体职能、躯体功能、情感职能、生命活力、心
理健康、社交功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8个
维度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 国内常用的为浙江
大学李鲁教授的汉化版本[13].
其他专用量表如I B S生活问卷(i r r i t a b l e
bowel syndrome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IBSQOL), 该表由Hahn等人创立, 包含, 情绪、精神
健康、健康信仰等10个维度[14], 也可选择使用.
3 反应心理状态的评价指标
IBS是一种功能性疾病, 其发病与精神心理因素
密切相关. 对精神心理状态的测量常作为IBS临
床疗效评价的辅助指标. 临床常用的心理状态
测评量表有医院焦虑与抑郁量表(HAD) [15,16]、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 S A S ) [17,18]、 抑 郁 自 评 量 表
(SDS)[18,19]、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16,20]、
汉密尔顿抑郁自评量表(HAMD)[16,21]等, 各个量

者回答为“是”或“否”. 上述两问题均以一

表之间的繁简程度不一. 其中HAD量表是由14

定期限内患者回答“是”的比例作为临床疗效

个问题构成的, 包含焦虑与抑郁两个亚量表的

的评价标准(这一标准需提前界定). 该指标已经

综合量表, 具有较好的内部信度及结构效度, 临

在数项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5,6], 但其容易受患者

床使用简单方便[15,16].

的基线的影响, 且与腹痛、腹部不适、腹泻或
便秘的程度等主要症状的时间、程度等相关性

4 反应中医药特色的评价指标

并没有得到验证,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中医药学是以中医药基本理论为指导的一门科

症状日记是评价IBS的辅助手段, 可以作为

学, 其在诊断治疗上均与现代医学有一定的区

主要研究终点或次要研究终点的资料来源[7]. 症

别. 因此, 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疗效评价方法应当

状日记的设计应该尽量简明, 通俗易懂. 其内容

反应中医药的特点, 即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 对

的选择应当与研究的终点结局指标有关, 如大

IBS而言, 体现为以下两点: (1)IBS的症状重叠

便的频率、大便的性状及是否腹痛等.

现象. 研究表明, IBS与胃食管反流病、功能性

其他测量工具如IBS影响程度量表(irritable

消化不良、功能性腹泻、功能性便秘等多种疾

bowel syndrome impact scale, IBS-IS) 、IBS症

病存在症状重叠现象[22,23], 中医药对IBS治疗从

状等级量表(gastrointestinal symptom rating scale

整体观念出发, 综合施治. 国外的量表多从疾病

[8]

[9]

for IBS, GSRS-IBS) 在国外也间有应用.

本身出发, 对该病的症状重叠现象关注不够, 我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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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承担的国家“973”项目“中医辨证论治疗

考虑两个方面的问题: (1)疗效评价指标的通用

效评价方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子课题“基于消

性, 指在临床研究中该评价方法得到普遍认可

化系统疾病患者报告临床结局评价量表(patient

和广泛应用; (2)疗效评价指标的特异性, 指该疗

reported outcome, PRO)研制”以患者为中心, 从

效评价方法必须符合中医基本理论及其对疾病

全身症状、消化不良、反流、心理、排便、社

疗效的认知方式, 能够反应中医药治疗的特色.

会功能六个维度评价慢性胃肠疾病的干预效

应该来说, 上述这两方面并不相互矛盾, 而是并

[24]

, 可尝试作

行不悖, 互为补充. 疗效评价指标的通用性是特

为慢性胃肠疾病临床研究的疗效评价工具, 该

异性的前提, 任何一个特异性的评价指标, 如果

表已经在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胃癌前病

得不到认可和应用, 都是毫无价值的; 疗效评价

变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关键技术研究”课题中

指标的特异性是通用性的深化和发展, 任何一

应用, 将来有望在IBS的临床疗效评价中得到应

个特异性的测量评价方法都在一个侧面深化了

用. (2)IBS体质相关证候群/症状群的预后作用.

人们对疾病的认知. 具有中医药认知特色的科

I B S中医药研究的临床疗效评价方式多以《中

学的评价方法也是对疾病疗效某个侧面的客观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002)》为根据, 采用

反应, 同样能够为疾病提供疗效、预后、不良

尼莫地平法, 以患者的症状、体征及单一证候

反应及生存质量等方面的感知, 同样能够为西

的综合改善为主要临床结局指标. 一方面, 该评

医所采用.

果,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价方式以复合指标的方式对临床疗效进行评价,

I B S的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的建立应

不便于临床施用, 其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受到质

当以通用性为前提, 在此基础上尽量体现中医

疑. 另一方面, 临床情况是复杂的, IBS是一种功

药治疗的特色. 在临床指标的选择方面, 对于

能性疾病, 其病程较长, 症状时隐时现, 患者常

国外已有的公认的指标应当尽量采用, 对国外

常表现为多种中医证候并存. 因此, 上述疗效评

没有而与中医药特色密切相关的指标, 可以借

价方式并不能完全体现中医药治疗的特色. 对

鉴国外的方法, 自行开发并努力争取国外的认

于腹泻型IBS, 临床观察表明, 该病患者常伴见

可. 在临床指标体系的构建方面, 应当注意指标

自汗和(或)腹部畏寒感, 表现为一种体质性的特

的结构性与层次性, 合理组织, 对临床疗效评价

征. 而用中药治疗后, 自汗与腹部畏寒感可明显

指标体系的建立可按反应疾病疗效的评价指标

缓解, 有时与腹痛、腹泻等症状的缓解并不一

(IBS-SSS、AR、SR)-反应生活质量的评价指标

定完全平行, 但有很强的相关性, 表明了一种体
质上的改善, 具有一定的预后意义. 因此, 开发
包括这些有预后意义的、能够体现中医特点的
IBS证候群/症状群量表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认为, 体现中医特点的I B S证候群/症

(IBS-QOL、SF-36)-反应心理状态的评价指标
(HAD)-中医药特色的评价指标的模式建立. 临
床研究中, 根据研究目的, 从上述体系中选择相
应的指标, 避免自拟指标, 促进中医药治疗IBS
的临床疗效评价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状群量表的开发应当以下列理念为出发点: 即
IBS的发病是一种体质性因素所导致, 对体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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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建立中医药治疗IBS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 需要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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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IBS-QOL量表由
Patrick等研制. 该
表由34个自我评
价的条目构成,
从心境恶劣、行
为障碍、躯体意
念、健康担忧、
逃避进食、社会
功能和性关系八
个维度评价生活
质量, 该表已达到
较好的心理学测
量效度, 可作为
IBS临床疗效评价
的次要结局指标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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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述了当前
肠易激综合征疗
效评价体系的概
况, 并对构建肠易
激综合征中医治
疗疗效评价体系
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 有一定的科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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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by Chinese
medicin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Fu-Sheng Zhou, Hong-Hui Cheng

是临床最常见的胃肠功能性疾病之一, 现代
医学目前尚无单一, 完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主
要采取对症治疗. 中医药治疗IBS具有疗效好,
不良反应小, 整体调节等优势, 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 本文从古今文献方面对IBS的病因,
病机进行了探讨, 对目前治疗IBS的主要理论
方法如: 辨证分型, 从脏腑论治及心胃相关理
论进行了论述, 并对名家先贤治疗IBS的经验
进行了总结.

■背景资料

IBS虽不危及生命
但不同程度地影
响人们身心、工
作和生活质量, 占
用了大量的医疗
资源. 由于其病因
及发病机制至今
尚未完全明了, 现
代医学目前尚无
完全、单一、有
效的治疗方法, 仍
以对症治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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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Since there is still no complete cure for IBS
so far, symptomatic treatment is often adopted.
Treatment of IBS by Chinese medicine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because of better efficacy
and less side effects.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advances in rec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IBS
and summarize previous clinical experience on
th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Key Word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Clinical experience
Zhou FS, Cheng HH. Treatment of irritable bow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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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是临床常见的胃肠功能性疾病, 是一组包括腹
痛、腹胀伴排便习惯改变(腹泻/便秘), 粪便性
状异常(稀便、黏液便/便秘), 持续存在或间歇发
作, 而又缺乏形态学和生化指标异常的证候群[1].
西方国家统计人群患病率为10%-20%左右, 国
内报道患病率则在6%左右[2-4]. IBS虽不危及生
命但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身心、工作和生活质
量, 占用了大量的医疗资源. 由于其病因及发病
机制至今尚未完全明了, 现代医学目前尚无完
全、单一、有效的治疗方法, 仍以对症治疗为
主. 中医药治疗IBS具有疗效好、不良反应小、
整体及多靶点调节等优势, 其疗效及作用机制
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5]. 本文就中
医药治疗I B S的中医理论方面及临床经验传承
方面进行论述及探讨.
1 IBS中医病因病机制论研究
1.1 病因病机 病因病机制论是中医学认识及治
疗疾病的重要理论, 中医学对相关疾病病因病
机的认识决定该疾病治疗法则及治疗方法. 中
医学没有“肠易激综合征”这一病名, 根据主

摘要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www.wjgnet.com

要临床表现目前多将其归于“泄泻”、“腹
痛”、“便秘”、“痛泻”、“肠郁”“郁

■同行评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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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中医目前缺
乏统一的病名, 故
目前关于其病因
病机研究显得零
散杂乱, 对其辨证
规律的研究也不
成系统. 特别是
IBS有不同的临床
亚型, 而中医目前
研究偏重于腹泻
型, 对其他亚型则
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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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等疾病范畴进行研究及治疗. 从古代文献

腹泻. 总之肝郁是本病致病的关键, 而脾虚则是

对这些疾病病因的论述看, IBS的病因主要有情

中心. 脾虚一方面可使肝郁进一步加重, 另一方

志失调、外邪内侵、劳役禀赋, 饮食不节等几

面则可形成湿、热、瘀、痰等病理产物, 同时

个方面, 其中情志失调尤为受到重视. 《素问•

脾虚进一步发展又可致脾肾阳虚. 肝郁则主要是

生气通天论》曰: “因于露风, 乃生寒热, 是以

影响气机的调畅, 最终使脾胃升降之枢失职, 肠

春伤于风, 邪气留连, 乃为洞泄. ”《素问•举痛

道传导失司而导致腹痛、腹泻、便秘诸症丛生.

论》曰: “寒气客于小肠, 小肠不得成聚, 故后
泄腹痛矣. ”说明风、寒等外邪内侵是IBS的病

2 治疗理论研究

因之一; 《景岳全书•秘结》云: “气秘者, 气内

2.1 辨证分型研究 目前中医治疗IBS主要有辨证

滞, 而物不行也. ”《素问•举痛论》指出: “怒

分型、从脏腑论治、专方专药及针灸、推拿按

则气逆, 甚则呕血及飨泄. ”则说明情志失调亦

摩等方面. 近些年广大中医及中西医工作者从

可形成IBS; 《素问•太阴阳明论》指出: “饮食

各方面对中医治疗IBS进行有益的尝试及探讨.

不节, 起居不时者, 阴受之, ……阴受之则入五

中医辨证分型目前尚不统一, 少则2型, 多则7型

脏, ……入五脏则满闭塞, 下为飨泄. ”《景岳

均有报道. 以4或5型最常见. 肝脾不调或肝郁脾

全书•秘结》云: “凡下焦阳虚, 则阳气不行, 阳

虚、脾胃虚弱、脾肾阳虚、寒热夹杂、肝胃阴

气不行, 则不能传送, 而阴凝于下, 此阳虚而阴

虚报道较多[15-17]. 我们通过统计分析近五年国内

结也.”表明饮食不节及素体阳虚均为IBS的致

主要医学期刊有关文献70余篇, 结果显示IBS证

病因素.

型以肝郁脾虚、脾胃虚弱、湿热内蕴及肝胃阴

1.2 病机理论 IBS的发病机制, 各家认识不尽一

虚四型为主, 其中肝郁脾虚占40%左右[18]. 而中

致, 但多数人[6-8]认为IBS病位在肠腑, 发病主要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提

与肝胆的疏泄、脾胃的运化和升清降浊功能及

出的《肠易激综合征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草

肾的温熙、主司二便的功能失调有关, 病机的

案)》中将本病分为肝郁气滞、肝气乘脾、脾胃

重点是气机失调及传导失职. 便秘型IBS与腹泻

虚弱、寒热错杂、大肠燥热等5个证型[19].

型IBS病机又略有不同, 便秘型IBS病机多强调

2.2 从脏腑论治 结合临床实践及基于对IBS病因

“虚”及“滞”, 病机为肝气郁结, 肝脾不和,

病机的不同认识, 各医家提出从不同脏腑对IBS

气机郁滞, 不能宣达, 通降失常, 传导失职, 糟粕

进行治疗, 从而形成不同的治疗理论及方法. 有

[9,10]

. 对腹泻型IBS则多认为脾胃虚弱及情

从肝、从脾论治者, 有从肝脾论治者, 有从心论

志失调导致肝木乘脾是本病发病的两个主要病

治者、有从脾肾论治、从肝、脾、肾及从心胃

因病机. 宋代陈无择在《三因极-病证方论》云:

论治者. 其中从肝脾论治及心胃相关论治较为

“喜则散, 怒则激, 忧则聚, 惊则动, 脏气隔绝,

受到大家的重视.

精神夺散, 以致溏泄”, 认为情志失调可引起泄

2.2.1 从肝脾论治: 主张从肝脾论治的医家较

泻. 中医七情, 喜怒忧思悲恐惊, 其中肝与情绪

多, 调肝理脾是目前IBS治法的主流. 肝郁脾虚

恼怒变化关系最为密切, 《景岳全书•泄泻》云

一方面可由肝气郁滞, 肝木克土而至脾虚, 另一

“凡遇怒气便作泄泻者, 必先以怒时夹食, 致

方面可由脾胃虚弱, 土壅木滞而形成, 后期则虚

伤脾胃, 故但有所犯, 即随触而发, 此肝脾二脏

实夹杂, 可夹瘀、湿、热、痰. 因此治疗时, 各

病也. 盖以肝木克土, 脾气受伤使然”. 《医方

医家以调和肝脾为大法, 但又各有所偏重. 如上

考》云“泻责之脾, 痛责之肝, 肝责之实, 脾责

海蔡淦教授认为肝郁脾虚为IBS基本病机, 肝郁

之虚, 脾虚肝实故令痛泻”. 多数人认为其病在

脾虚、脾气亏虚、脾肾阳虚、脾虚湿热阻滞为

脾, 其标在肠, 其制在肝, 肝郁脾虚是其主要的

其主要证型 [20]. 治疗主张以痛泻要方为基本方

临床证型[11-14], 病理性质为寒热错杂, 正虚邪实,

加减治疗. 谢健群教授则认为I B S病位虽在脾

虚实夹杂. 脾胃虚弱是导致IBS的另一主要病因

胃及大、小肠, 但与肝之关系极为密切, 肝脾不

病机. 《素问•脏气法时论》曰: “脾病者, ……

和乃发病的重要机制之一, 临床主张以调和肝

虚则腹满肠鸣, 飧泄食不化. ”《素问•脉要精微

脾为治疗大法 [21]. 而彭志允等 [22]则认为大便的

论》曰: “胃脉实则胀, 虚则泄”. 由于素体脾

正常与否, 既与脾气的运化密不可分, 又与肝气

胃虚弱或形体劳役, 思虑过度损伤脾胃, 脾失健

的调达息息相关. 情志不舒或者过极易伤肝, 思

运可出现腹胀, 脾虚湿滞, 脾失统摄, 则可出现

虑过度则损脾, 伤肝则气机不畅, 伤脾可致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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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 若肝脾同病则大肠既不能得脾气之运化,

例IBS患者, 以痛泻要方为基本方治疗IBS的疗

又不得肝气之疏泄, 糟粕内蕴, 留而不去便成

效通过统计学方法进行系统评价, 发现以痛泻

便秘. 而吴兵等[23]则认为血瘀肠络, 与IBS之脾

要方为基本方治疗中医辨证为肝郁脾虚型的腹

虚、肝郁、湿滞等因素均密切相关. 提出以健

泻型IBS的效果优于西药或安慰剂, 但尚未能证

脾疏肝除湿化瘀立法治疗本病. 并且认为化瘀

实配合中医辨证加减的疗效优于基本方, 其中

止泻法, 不只用于血瘀肠络已病之时, 在脾虚、

腹泻型疗效优于便秘型等其他类型; 但研究的

湿滞、肝郁等尚未致瘀之时, 亦可用化瘀之法,

总体质量偏低, 受偏倚影响的机会较大; 个别高

[24-26]

对从肝脾论

质量研究的阴性结果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项关于

治的疏肝健脾法治疗IBS的机制进行了研究, 结

痛泻要方治疗I B S的荟萃分析亦表明痛泻要方

果显示疏肝健脾法可调节胃肠激素、脑肠肽分

的潜在疗效和安全性有待严格设计的随机、双

泌的紊乱状态及异常的免疫状态, 使之逐渐恢

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加以证实[35].

未病先防, 已病防变. 一些学者

复正常, 改善胃肠道的分泌和运动, 进而改善临
床症状, 说明疏肝健脾法的治疗作用是通过调

3 临床经验传承

控胃肠激素及的分泌释放水平及异常的免疫状

各位医家特别是名老中医在治疗I B S方面积累

态来实现的.

了丰富的经验, 值得我们继承、挖掘. 从目前报

2.2.2 从心胃相关论治: 中医学认为情志是脏腑

道的各位名老中医及专家、教授的经验看, 除

功能的外在表现, 五志与五脏相应, 其中心主神

注重辨证外, 主要有以下几点治疗I B S的经验

志及肝主疏泄的功能在人体情志调控中处于主

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 (1)重视气机. IBS主要有

导地位. 由于肝与脾胃同居中焦, 肝气郁结易克

腹痛、腹泻或便秘等症状, 这些症状的出现与

脾土, 而肝气郁结临床上往往同时伴有心烦易

气机的失调相关. “气主周流, 逆滞则痛”“百

怒或精神抑郁等表现, 故长期以来人们往往重

病皆生于气”, 脾胃位居中洲, 为气机升降之枢

视肝主疏泄这一功能在胃肠疾病方面的作用,

纽, 脾升胃降, 气机通调, 方能纳谷香, 二便调.

而忽视了作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的心, 特别是心

治疗IBS时必须注意调畅气机, 使脾升胃降, 清

主神志这一功能对胃肠的影响, 近些年心主神

浊长降有序, 诸气调和. 用药方面腹痛者多以

志的功能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 特别是在IBS的

广木香、元胡等理气止痛, 泻者多以葛根、升

治疗方面, 调心安神解郁的治疗方法正受到关

麻等升阳止泻, 而便秘者则以枳实、槟榔等降

. 我们在临床中亦发现有些胃

气通腑[36,37]. (2)注重肝脾. 脾为阴土, 主运化, 其

肠病患者虽具有心烦易怒或精神抑郁, 失眠多

性阴滞, 须依赖肝之疏泄, 始能运化有度; 肝为

梦等肝气郁结的症状, 但经疏肝解郁却疗效不

刚脏, 其性疏泄条达, 有赖于脾生化气血以滋

佳, 而改从心论治, 用调心安神和胃之法而起到

养, 才能刚柔相济. 调肝理脾为治疗IBS的主要

注及深入研究

[27-29]

[30]

. 我们根据脾胃与心神的关系

治法, 对肝郁脾型IBS临床多以痛泻要方或四逆

提出心胃相关理论, 该理论认为心与胃肠在病

散加减, 各位老中医在运用痛泻要方治疗IBS方

理生理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特别是心主神

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海中医药大学蔡淦教

志(精神心理因素)的功能与胃肠(消化系统)主受

授对腹痛较甚者, 重用白芍, 合用甘草, 酸甘并

纳、腐熟、运化水谷等功能之间相互联系、相

用, 缓急止痛; 胁腹胀满较甚者, 加柴胡、枳壳

互影响. 因此治疗脾胃病及神志疾病时, 必须考

疏肝理气止痛, 甚则再加青皮、木香疏肝醒脾,

了良好的效果

[31,32]

. 这些年我们应

理气散结; 腹泻较甚, 且伴有腹坠胀肠鸣者, 葛

用依据该理论组方的方剂顺激合剂治疗腹泻型

根配合防风以升发脾胃清阳之气而止泻; 大便

IBS取得较好的疗效, 不仅可以明显改善IBS患

黏液多加泽泻、茯苓以健脾化湿; 腹泻日久, 腹

者的临床症状, 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而且可以

中冷痛等脾阳虚弱者, 加肉豆蔻、补骨脂、诃

虑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治疗

[33]

调整患者异常的结肠动力学及内脏敏感性 .

子以收涩固肠; 若以便秘症状为主者, 加南北

2.3 专方专药: 目前临床报道应用的专方较多,

沙参、麦冬、生地、生首乌以配合方中白芍

有自拟方者, 亦有应用成方加减者. 其中痛泻

养阴清热, 必要时加桃仁、杏仁、火麻仁润肠

要方的加减方报道较多, 其疗效也较为受到关

通便; 若脾肾阳虚, 阴寒凝滞者, 加肉苁蓉、当

注, 但其疗效仍有待系统、科学的验证. 苏国彬

归、川牛膝以温补脾肾, 养血润肠 [38]. (3)注重

等[34]对46个随机对照试验符合纳入标准的4 155

兼挟, 肝郁脾虚是IBS的主要病机, 肝郁可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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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热, 肝郁气滞又可化瘀; 而脾虚则可生湿化

的证型疗效评价标准, 也使不同研究之间的疗

痰, 亦可及肾而出现脾肾阳虚; 湿、热、瘀、痰

效具有不可比性. 要解决这些问题, 应尽快建立

亦可互结而为患. IBS患者常有挟湿、挟热、挟

IBS的中医诊断(包括病名、症候分型)、疗效判

瘀或挟湿热等表现, 因此想要提高IBS疗效, 必

定标准、疗效评价标准, 可考虑将IBS分为“痛

须注重兼挟, 因证因挟, 灵活施治. 对挟湿者常

泻”“便秘”“肠郁(相当于未定型)”三个疾

于疏肝健脾时加用霍香, 佩兰等以芳香醒脾化

病, 对其病因病机从古今文献结合现代实验进

湿; 挟瘀者则加用丹参以化瘀; 挟湿热者则加

行系统的分析总结, 结合各位名家的师承经验

黄连、败酱草等以清利肠道湿热, 孙建华教授

尽快建议完善辨证施治系统, 并进行大规模的

对兼夹症用药十分推崇山楂, 认为I B S患者多

推广及验证. 同时要建立设计严谨、科学的随

脾虚运化无力, 或纳差, 或食而不化, 且病久必

机、对照、双盲双模拟试验对一些有效方剂及

瘀; 而山楂性味酸甘、性微温, 功效消食化积、

药物进行评价, 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和科学技

行气散瘀、止泄止痢, 用于治疗IBS可谓药证切

术对中医药治疗IBS的机制进行探讨揭示, 为进

[36,39]

合

. (4)重视情志. IBS的发病多由情志异常而

一步提高疗效打下基础.

诱发, 同时IBS患者多又伴有心烦、失眠等情志
异常的表现. 因此必须重视情志在IBS中的作用.
“因郁致病, 郁去则病除”, 对IBS除进行心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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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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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recently on
the mechanisms of a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treatment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For example, it has been discovered that some
Chinese medicines can improve visceral paraesthesia and/or abnormal gastrointestinal mobility by adjusting the level of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mechanisms of a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treatment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and
summar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recent research.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Mechanism;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Xie JQ, Yuan JY. Treatment of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by Chinese medicine: mechanisms of action.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230-2233

摘要
近年来, 中医药治疗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的作用机制研究取得了
一些积极的成果, 如发现部分中药可通过调
节胃肠激素水平, 改善内脏感觉异常和/或改
善胃肠动力异常现象. 本文对相关研究现状
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述评, 指出了目前研究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见解, 仅
供同道参考.
关键词: 中医药; 机制; 肠易激综合征
谢建群, 袁建业. 中医药治疗肠易激综合征的机制. 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 2010; 18(21): 2230-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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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是
一种以腹痛或腹部不适伴有排便习惯改变为
主要临床表现的慢性功能性肠病. 在西方国家,
I B S的女性发病率为14%-24%, 男性发病率为
5%-19%[1], 集中在30-40岁的人群[2]. 随着生活节
奏的加快和工作压力的增加, IBS在我国的发病
率也越来越高. 有报道称北京地区该病的发病
率为7.26%[3]. 我们调查发现上海地区具有IBS症
状者已高达11.5%. IBS不仅严重影响到患者的
生活和工作, 还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经济负担.
到现在为止, IBS的病因还不明确, 其发病机制
复杂, 涉及胃肠道动力异常、内脏高敏感性、
炎症、脑肠轴和精神异常等方面, 与神经-免疫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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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网络的调节异常密切相关. 目前, 西医治

础则是各种胃肠激素和神经递质, 他们包括5-

疗IBS尚无特效药物, 主要采用胃肠解痉药、肠

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 5-HT)、胆囊收

动力调节药、止泻药和肠道菌群调节药等, 结

缩素(cholecystokinin, CCK)、P物质(substance

合心理和行为疗法进行治疗. 近20多年来, 中医

P, SP)、血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药治疗I B S的满意疗效已被国内外大量临床实

peptide, VIP)、胃动素(motilin, MTL)、生长抑

[4,5]

. 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寻求中医药

素(somatostatin, SS)、神经肽Y(neuropeptide Y,

治疗. 同时, 国内外学者也对中医药治疗IBS的

NPY)、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前列腺素

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本文对近年来这

(prostaglandin, PG)、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

方面的研究作一简要回顾和述评.

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CRF)、神经

践所证实

降压素(neurotensin, NT)等. 研究表明, 很多治疗
1 中医对IBS发病机制的认识
中医根据I B S的临床表现, 将其归属于“腹

I B S的有效方剂对胃肠激素和神经递质具有调
节作用. 如痛泻要方可以降低内脏高敏感性大

痛”、“泄泻”、“便秘”、“郁证”等范畴.

鼠外周5-HT和SP的表达, 增加人降钙素基因相

多数学者认为本病的发病常由情志因素或饮食

关肽(calcitonin gene-related peptide, CGRP)含量,

不当所诱发, 病变部位以肝、脾、胃、肠为主,

减少中枢CRF的含量[10,11], 调节肠道初级感觉神

肝脾不和是其主要病机. 如邱冰峰[6]明确指出抑

经纤维VIP的分泌, 减少伤害性刺激向脊髓后角

郁恼怒或精神紧张等情志因素导致肝气郁滞,

上传, 减弱背角神经兴奋性, 从而提高内脏痛阈,

气机不畅, 不通则痛而引起腹痛; 肝失疏泄, 横

降低内脏敏感性, 改善腹泻症状[12-15]. 逍遥散可

逆犯脾, 脾失运化而发为泄泻; 或肝气郁滞, 气

以降低血清NO的含量, 降低腹壁肌电活动, 从

机升降失调, 大肠传导滞涩则发生便秘. 亦有学

而改善IBS大鼠内脏高敏感性[16]. 而由痛泻要方

者认识到其他脏腑在IBS发病中也起重要作用.

和逍遥散化裁而来的经验方也具有类似作用[17].

张书生[7]认为肠道气机不利, 传导失常是出现腹

如疏肝健脾汤可以降低腹泻型I B S患者血清或

痛、腹泻或便秘的重要病机, 而肺主一身之气,

血浆中5-HT、MTL的含量, 改善腹泻等临床症

又与大肠相表里, 所以对于从肝脾胃肠论治不

状[18,19]. 疏肝饮明显抑制应激后大鼠血浆和结肠

效的IBS患者可从肺论治. 周福生等[8]对心胃相

组织中VIP和SP含量的异常升高[20], 降低结肠黏

关理论进行了探讨, 指出要注重心在IBS等身心

膜中CCK的含量[21], 改善排便情况. 肠吉安可通

疾病发病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不难看出, 中医对

过上调5-HT转运体的表达、调节5-HT含量, 改

I B S发病机制的认识处处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

善IBS内脏高敏感[22]. 术芍易激胶囊可降低结肠

念, 这也决定了中医药治疗IBS所必然表现出来

黏膜5-HT和5-HT3R表达水平[23]. 肠祺方可以降

的整体调节优势. 虽然中西医属于两个不同的

低模型大鼠血浆和肠组织中SS的含量, 改善腹

医疗体系, 但在IBS病因和发病机制的认识上却

泻症状[24]. 另外, 由四君子汤加减化裁而来的结

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霍清萍[9]认为中医肝郁脾虚

肠灵汤也能改善肠道敏感性症状, 降低模型大

(肝脾不和)的病机认识与西医IBS脑肠轴功能紊

鼠肠组织和脊髓后角SP、肠组织VIP的表达[25].

乱学说、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调节失常学说

具有健脾益气, 消食止泻功效的人参调脾散能显

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他们之间可能具有某

著降低腹泻型IBS患者血清5-HT浓度[26]. 含动物

些共同的、客观的、量化的物质基础.

药的复方蜥蜴脱敏止泻散能降低I B S模型大鼠
血清5-HT的水平, 提高内脏痛阈[27]. 单味药益母

2 中医药治疗IBS的现代机制研究

草可显著降低I B S模型大鼠结肠S P的水平, 减

现代医学上I B S的发病机制涉及胃肠道动力异

少结肠肥大细胞(mast cell, MC)数目[28]. 治疗便

常、内脏高敏感性、炎症、脑肠轴和精神异常

秘型I B S的疏肝润肠方可以降低异常增高的血

等多个方面, 他们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

浆S S及V I P的浓度, 而西药西沙比利则无此作

是相互影响, 密切关联的. 胃肠动力和内脏感

用[29].

觉相互影响, 又都受肠神经和中枢神经系统的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炎症免疫因子作为

支配. 而将肠神经和中枢神经联系在一起, 调

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控的中间介质或不同

控胃肠运动、分泌和感觉功能的神经-内分泌

“环节”, 在IBS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

网络就是脑肠轴. 具体发挥调控作用的物质基

药相关作用机制的研究表明部分治疗I B S的有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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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方剂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如肠激安方可以调

现, 中药的作用机制研究就不能进一步深入, 这

节IBS模型大鼠外周血中CD4+和CD8+水平[30]. 四

样很难有创新和突破. 西医对便秘型IBS发病机

君子汤、宁肠汤、温中健脾方、黄术灌肠液和

制的研究较少, 中医药治疗便秘型IBS作用机制

丹参粉剂可以调节I B S患者或模型大鼠血清中

的研究也鲜有报道的事实也反证了这一点. 值得

或结肠黏膜中IL-1β、IL-8、IL-10及肿瘤坏死因

欣慰的是, 目前中医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

[31-35]

. 肠激安方和温中健脾方能降低胃

绩, 有学者已在比较IBS不同证型之间指标的异

黏膜MC的数量及MC脱颗粒百分率, 改善MC脱

同方面开始了积极的探索[43-46]. 占宏伟等[47]发现

颗粒现象[36,37].

IBS各证型患者血中环核苷酸变化有各自的独特

子的含量

应用离体平滑肌张力测定技术研究中药调

之处; 但由于目前辨证分型的不规范等因素大大

节胃肠动力的研究证明痛泻要方对各种平滑肌

制约了这方面的研究, 尚没有发现反应各证型特

兴奋药如乙酰胆碱、组胺及氯化钡等引起的平

点的特异性指标.

[38]

滑肌痉挛均有明显的对抗作用 , 其具体的作用
[39]

3.2 尚缺乏病证结合的有效动物模型 目前虽然

机制可能与调节平滑肌细胞内钙动员有关 , 这

建立了很多与IBS相关的动物模型, 但大多是根

些可能是其治疗IBS的药理作用基础. 中药如易

据体外单因素建立的符合I B S某一方面的病理

激灵和乐胃饮, 通过调节肠黏膜NO含量调节肠

生理机制的动物模型[30], 而病证结合模型少有报

道动力[40].

道. 有人认为中医证候是一个在很高层次的调

脑功能成像技术的出现和应用为I B S内脏

节紊乱的综合征[48], 所以建立IBS中医证的动物

高敏感性的形成机制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也为

模型可能会更贴近IBS的本质.

中医药治疗I B S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了有力工

3.3 缺乏动态的机制研究 我们知道任何疾病都

具. 沈骏等[41]的研究表明肠吉安口服液可能是通

是动态变化的, 疾病的不同病理阶段具有不同

过降低颅内脑岛皮质和丘脑痛觉功能区的激活

的特点. 而中医治疗疾病向来强调根据病证变

信号变化强度产生来治疗IBS.

化及时调整用药, 但在中药治疗IBS的作用机制
研究中尚没有体现这一点.

3 中医药治疗IBS作用机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

此外, 还缺乏系统的、全面而深入的中医药

建议

治疗IBS的作用机制研究, 且许多研究仍停留在

3.1 忽视方证相应 方证相应也称方证对应, 是指

较低研究层面上. 同时, 中药治疗IBS的有效成

方剂的主治病证范畴及该组方之理法与患者所

分不明确及中药治疗便秘型I B S的相关机制研

表现出来的主要病症或病机相符合[42]. 在中药治

究较少等问题依然存在.

疗IBS的临床疗效中存在着大量的方证不对应,
本来根据辨证立法而出的仅适用于某一证型的

4 结论

方药, 在验证其临床疗效时治疗的对象却往往是

中医药治疗I B S的作用机制研究取得了一些可

符合西医诊断标准的所有患者. 而在作用机制研

喜的成绩, 但尚无突破性进展, 仍有一些瓶颈问

究中, 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许多研

题亟待解决. 相信随着我们对IBS中医各证型病

究所选指标或动物模型与被研究的方药之间存

因病机和其现代病理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 运

在一定的不对应性. 如选择某几个胃肠激素作为

用中医独特视角和思维发现问题, 思考问题, 进

评价指标时, 往往是因为这几个胃肠激素被西医

而遵照病证结合、方证结合的原则, 积极采用

证明与IBS的发病存在一定关系, 而与被研究方

新技术和新方法去解决问题, 就一定会在这方

药所对应的证的关系并不明确. 这样的研究可能

面有所突破, 只是任重而道远.

会造成以下几种结果, 其一, 由于所选指标或动
物模型与被研究方药所对应的证之间的关联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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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病理生理及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给IBS治疗
模式带来了新的转变. 目前新颖的IBS药物主
要包括5-HT受体及转运系统, 抗抑郁药, 新型
的选择性氯离子通道激活剂, 胆囊收缩素拮抗
剂, 苯二氮卓类, 微生态制剂, 抗生素及中医药
等. 但随着新IBS药物的广泛应用, 如阿洛司
琼、替加色罗等药物出现, 缺血性肠炎及心血
管意外等不良反应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因此,
我们对国内外IBS诊治最新的系统评价及RCT
进行研究, 就其进展作一综述.
关键词: 肠易激综合征; 诊断; 治疗; 进展
黄宣, 吕宾. 肠易激综合征诊治进展和面临的挑战. 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 2010; 18(21): 2234-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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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and represents a major public health problem.
The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the pathophys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IBS have revolutionized the treatment modality for the disease.
Currently commonly used drugs for IBS include
drugs acting on serotonin receptors or serotonin
transporters, antidepressants, selective chloride
channel activators, cholecystokinin antagonists,
atypical benzodiazepines, antibiotics, probiotics and herbal medicine.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public concern over several new drugs
for IBS (i.e., alosetron and tegaserod) because
of their association with ischemic coliti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 series of systematic
reviews and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have
been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for 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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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是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病, 给患者带来了生活和
工作的不便和精神压力, 对生活质量产生不同
程度的影响, 而且消耗了大量医疗资源. 随着
对IBS的发病机制深入研究, IBS的治疗模式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以往多集中在调整肠道功
能、解痉等改善症状方面, 转向了针对发病机
制进行治疗. 本文就IBS诊治进展作一综述.
1 IBS诊断
I B S是以腹痛或腹部不适伴排便习惯改变为主
要症状的功能性疾病, 缺乏可解释症状的形态
学改变和生化异常, 其诊断主要基于症状, 并排
除器质性疾病. 1978年Manning在缺乏相应的
客观指标的前提下, 提出一种“阳性”诊断的
思维方式, 使得以症状为基础的I B S诊断有了
可以遵循的标准. Fass等研究发现Manning标准
鉴别I B S与正常对照的敏感性为65%-66%, 特
异性为86%-93%, 与器质性胃肠病鉴别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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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58%-94%, 特异性为55%-93%, 增加观察的

食物的不耐受等有关[7]. 对于存在腹胀、腹泻和

症状指标不能增加鉴别诊断的敏感性与特异

肛门排气增多的患者, 可以选择低纤维或排除

性. 此后1984年提出的Kruis标准有较低的敏感

性饮食疗法, 而对于便秘患者, 则可选用高纤维

度(66%)和较高的特异度(99%), 由于此评分系

饮食. 不同的纤维制剂对于IBS的症状改善的疗

统过于繁琐, 并未被广泛采用. 罗马Ⅰ标准首先

效不同. 近来, Bijkerk等[8]采用随机对照研究认

对症状持续的时间进行了规定, 要求病程中至

为欧车前对IBS症状改善明显优于麦麸类, 麦麸

少有3 mo出现症状, 另外还纳入了较以往更多

与安慰剂疗效相当. 可溶性纤维的剂量、发酵

的症状, 其灵敏度为65%, 特异度为100%, 但由

性可能是影响疗效的关键. Ford等[9]认为非可溶

于他把腹痛作为先决条件, 以至于使用该标准

性纤维甚至可能加重IBS症状. 在IBS组食物不

检出的患病率较低. 1998年的罗马Ⅱ标准的理

耐受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 传统的剔除饮食治

论基础更为充实, 建立在对感觉和动力异常的

疗方案费时费力, 国内学者[10]采用对IBS患者和

理解之上, 但由于诊断需较长的病程, 在实践中

健康对照血清中的14种sIgG进行监测, 发现对

复杂, 难以应用. 2006年罗马委员会提出罗马Ⅲ

sIgG升高的IBS患者给予剔除过敏食物的干预

标准[1], 将症状发生的时间更改为最近的3 mo和

治疗, 31.4%的患者症状可以完全缓解, 34.3%的

诊断前至少6 mo, 较罗马Ⅱ标准症状出现的时

患者症状明显缓解. 避免大餐、减少乳糖类、

间缩短至6 mo, 并强调不适意味着区别于疼痛

脂肪、山梨醇、木糖醇、产气食物及小麦制品

的难受的感觉, 在病理生理研究和临床试验中,

等摄入可缓解部分IBS患者的症状.

入选的个体在观察期间疼痛或不适的频率至少

2.3 解痉剂 此类药物可以松弛胃肠道平滑肌、

2 d/wk. 并根据粪便的性状将IBS分为4型: 便秘

降低结肠对进食和应激的反应. 一项系统评价[9]

型、腹泻型、混合型、未定型, 使临床诊断更

分析了22项12种不同解痉剂与安慰剂对照治疗

趋简化、合理. 我国在罗马Ⅲ的基础上提出了

I B S的研究, 发现解痉剂治疗后症状未改善的

符合中国国情的2007年IBS诊断和治疗的共识

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atio, RR)值为0.68(95%CI:

意见(长沙)[2], 指出当发现警报征象应进行相关
的检查以明确排除器质性疾病.

0.57, 0.81), 需要治疗数(number needed to treat,
NNT)是5, 亚组分析发现仅有西托溴铵、东莨
菪碱、匹维溴铵、奥替溴铵、双环维林等5种

2 IBS的治疗

解痉剂疗效明显优于安慰剂, 而曲美布汀、美

目前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是很明确, 不同个

贝维林、阿尔维林、哌仑西平、吡芬溴铵、丙

体可能涉及不同的病理生理过程, 可能与胃肠

炳、罗西维林疗效与安慰剂相当, 解痉剂与安

道动力异常、内脏高敏感性、肠道炎症和免疫

慰剂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 Cappello

反应、心理-社会因素、脑-肠轴异常等有关, 因

等[11]在一项用薄荷油治疗IBS的RCT研究显示,

此目前还未形成有效的、理想的IBS治疗方案.

在治疗4 wk后, 治疗组中75%患者症状总分较基

2.1 健康教育 美国对1 242例IBS患者进行问卷调
查, 发现大多数患者对IBS存在严重的认识误区.
52%患者认为是缺少某种消化酶造成的, 42.8%
认为IBS是结肠炎, 21.4%认为会导致癌症[3], 这

线期减低50%以上, 而安慰组仅38%患者达到该
标准(P <0.01), 薄荷油治疗组治疗后4 wk及停药
4 wk后的总体评分均较基线期明显降低, 而安慰
组中未见明显改变.

些误区的存在, 进一步增加了患者的困惑. 且

2.4 5-HT3拮抗剂 5-HT3拮抗剂可调节肠神经系

60% IBS患者最希望信息来源于专业人员的健

统、减少胃肠道分泌和蠕动、减少痛觉信号的

康咨询[4]. 健康教育的方式以医生建议为主、其

传入 [12]. 这类药物包括阿洛司琼、昂丹司琼、

他多种宣传材料为辅的综合形式, 宣传方式多

格拉司琼和西兰司琼等, 其中仅阿洛司琼被美

样化、个体化. 目前已经证明有效的宣传教育

国FDA批准用于IBS临床治疗. 但由于可引起严

有助于减轻I B S患者的自觉症状、减少就诊次

重的缺血性肠炎的并发症, 在2000年撤出市场,

[5]

数、降低医疗费用 .

2002年决定在限制此药销售和适用范围后恢复

2.2 饮食治疗 饮食对症状影响很大, 某些食物常
[6]

上市, 但适应证仅限于以严重的腹泻为主、对

常可以引发症状出现 , 避免某些特殊食物可以

常规治疗无效的IBS女性患者. 有多项RCT研究

减少症状的发生[3]. 其可能的发病机制与消化道

显示阿洛司琼在缓解I B S的腹痛、腹部不适、

的产气、结肠发酵、餐后的动力异常、对特殊

焦虑、总体症状方面优于安慰剂, 且阿洛司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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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兰司琼的疗效相似[13]. 另一项系统评价[14]指

治疗时间, 鲁比前列酮有效率可提高到37%, 且

出阿洛司琼的主要并发症为便秘与缺血性肠炎,

停药后症状不反跳. 由于上述纳入研究的多为

但发生率较低, 缺血性肠炎的发生率为每年1.1

女性患者, 故美国FDA 2008年批准鲁比前列酮

例/1 000例患者. 多项RCT显示西兰司琼的疗效

用于18岁及以上成年女性便秘型IBS患者.

显著优于安慰剂, 但由于与阿洛司琼相似的不

2.7 抗生素与微生态制剂 IBS患者普遍存在肠道

良反应, 一直未能上市.

菌群失调, 部分患者在感染后出现IBS症状, 提

2.5 5-H T4受体激动剂 5-H T4受体激动剂主要

示肠微生态系统在I B S的发病机制中起一定作

包括西沙比利、替加色罗、伦扎比利等. 国内

用. 微生态制剂改善IBS患者症状的机制尚不清

一项多中心替加色罗治疗便秘型I B S的临床研

楚, 可能与恢复正常菌群的数量与质量、减轻

[32]

究 , 发现对治疗非常满意率为21.51%, 满意率

黏膜炎症、改善肠黏膜屏障、改善发酵产气、

61.92%, 在具有便秘、腹痛及腹胀症状的患者

促进胆酸的灭活等从而减轻IBS症状等有关. 目

中均获得较好的满意度, 分别为83.69%, 83.87%

前多项RCT及荟萃分析研究表明乳酸杆菌、双

和83.30%. 在一项RCT研究中, 与安慰剂相比, 替

歧杆菌、副干酪乳杆菌以及合用多种微生态制

加色罗可以提高混合型IBS、便秘型IBS患者总

剂等可改善IBS症状[19,20]. Pimental报道78% IBS

体症状改善率达15%以上[15]. 但最近发表在Co-

患者有小肠细菌过度生长. 因此目前有报道利

chrane上一篇文章显示, 替加色罗可以改善IBS

福昔明与新霉素应用于IBS患者的治疗. Salix公

[16]

.总

司的Ⅱb期试验表明, 680例患者接受利福昔明

共29项研究中, 包括11 614例替加色罗治疗组及

550 mg, 每天2次, 14 d, 与安慰剂相比, 利福昔明

7 031例安慰组, 替加色罗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可以显著改善腹泻型IBS的症状及腹胀. 2008年

率为0.11%, 明显高于安慰组的0.01%, 13例心血

Salix制药公司宣布该公司已开始进行Ⅲ期临床

管事件中4例出现心肌梗塞、6例不稳定性心绞

试验. 最新一项研究, 纳入39例便秘型IBS, ITT

痛、3例脑卒中. 因此2007年美国FDA发布限制

分析新霉素组总体症状改善率为36.7%, 明显高

性使用替加色罗的安全性信息. 伦扎比利兼有

于安慰剂组的5%. 上述多个研究均无严重不良

5-HT4受体激动剂及5-HT3受体拮抗剂作用. 在

反应事件发生, 耐受性好. 因此2009年美国胃肠

英国完成的Ⅱb临床试验中, 发现每日4 mg伦扎

病学会推荐非吸收的抗生素短期应用有助于缓

比利对腹痛或不适缓解率、排便频率和粪便性

解IBS腹胀及总体症状[21].

状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安慰组, 且各剂量组伦扎

2.8 止泻药 阿片类或阿片类似物可通过刺激肠

的总体症状, 但不能改善腹痛或腹部不适

[17]

比利均表现良好的耐受性 . 但在此后完成的Ⅲ

道阿片受体而抑制结肠蠕动和分泌, 从而起止

期临床试验中, 伦扎比利的疗效不尽如人意, 因

泻的作用. 阿西马朵林是K-阿片受体激动剂, 可

此Alizyme公司不继续研究. ATI-7505、TD-5108

升高IBS患者的敏感阈值, 有学者发现按需治疗

作为一个新型的5-HT4受体激动剂, 在化学结构

IBS的疼痛疗效与安慰剂相当. 但最近一项RCT

上消除了可能引起心血管事件的结构. 在健康志

研究表明, 0.5 mg bid的阿西马朵林可以明显改

愿者中药动学显示可以加速胃排空, 结肠蠕动加

善I B S患者腹痛或腹部不适、大便频率及无腹

快, 软化大便等作用, 但目前尚未上市.

痛持续时间[22]. Chang等[23]对104例腹泻型IBS进

2.6 氯离子通道激活剂 鲁比前列酮最初用于治

行一项RCT研究, 以IBS总体症状、腹痛或不适

疗慢性特发性便秘, 但在研究中发现这些患者

进行直观类比标度评分, 发现思密达组在治疗

的腹部不适有明显改善作用, 故最近多个RCT

28、56 d各项评分明显好转, 且思密达可明显改

研究鲁比前列酮对于便秘型IBS疗效. 在Ⅲ期临

善腹胀情况.

[18]

床试验RCT研究中 , 1 171例便秘型IBS患者随

2.9 导泻药 对于便秘型IBS目前主张采用温和

机接受鲁比前列酮8 μg bid与安慰剂治疗12 wk,

的缓泻剂以减少不良反应和药物的依赖性, 代

应用Likert7分量表评分, 结果显示鲁比前列酮

表性的是聚卡波非钙片、聚乙二醇等. 我国最

治疗组的整体有效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18%,

近一项RCT研究表明聚卡波非钙能改善便秘型

10.1%), 鲁比前列酮主要不良反应为恶心, 腹泻

IBS总体症状及便秘等级, 但在腹痛、腹胀等方

等, 与安慰剂组相似. 且鲁比前列酮可显著改善

面无统计学差异[24].

IBS生活质量、焦虑、躯体症状等. 对患者延长

2.10 抗抑郁药 抗抑郁药物主要包括三环类抗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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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药(tricyclic antidepressants, TCAs)与新型的选
[25]

等方面有较好疗效, 在不良反应方面两者无统

择性5-HT再摄取抑制剂. Mangei等 对596例患

计学差异. 针刺或艾灸或针药结合等多种方法

者进行RCT研究, 发现对于腹泻型IBS患者, 阿

可以治宜疏肝理气, 健脾和胃, 通腑调肠, 而达

米替林与安慰剂组相比, 腹痛或不适的完全缓

到其治疗作用. 临床报道较多, 但疗效仍不明确.

解率、总体症状缓解、腹痛积分与排便频率明

2.13 其他 近年来, I B S药物研发方面进展迅

显好转, 且耐受性良好. 另有多项RCT显示低剂

速, 如肾上腺能激动剂(如可乐定)、胆囊收缩

[26]

素(cholecystokinin, CCK)拮抗剂(如dexloxiglu-

对72例患者进行安慰剂对照RCT研究, 治疗组给

mide)、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拮抗

予帕罗西汀12.5-50.0 mg/d, ITT分析显示两组的

剂(如pexacerfont)、苯二氮卓类受体调节剂(如

腹痛积分、便秘、腹胀、腹泻、紧张等无明显

dextofisopam)、褪黑激素等药物, 经过临床药物

改善.

试验, 与安慰剂相比, 在治疗IBS方面取得了一

2.11 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主要包括建立良好的医

定的疗效. 一项可乐定治疗便秘型IBS患者RCT

患关系、调整生活方式、认知行为疗法、动力

显示, 可乐定治疗4 wk后满意率、粪便的性状

心理治疗、催眠疗法、松弛疗法、暗示疗法、

改善明显优于安慰组, 当可乐定剂量超过0.1 mg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等方面. 最新的一项RCT研究

bid, 容易出现瞌睡、口干、头晕等不适. 最近

表明认知行为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的腹痛、整

CCK1拮抗剂dexloxiglumide Ⅲ期RCT研究表明

体症状, 且可改善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及IBS严重

可持续改善女性IBS症状. Leventer等[31]最近对

程度. 一项包括20项RCT[27]的荟萃分析显示心理

腹泻型IBS进行一项RCT研究, 在治疗1 mo时,

治疗明显优于一般护理, 但这项研究纳入文献

dextofisopam完全总体症状的缓解率、排便频率

存在明显异质性. 根据美国2009年一项基于循

等方面优于安慰剂, 但在第2、3月, 两组无明显

量的TCAs对IBS患者有效. 但最近Masand等

[21]

证医学的IBS系统评价 , 目前认为认知行为治

差异, 不良反应如腹痛、头痛发生率与安慰剂

疗、动力心理治疗和催眠治疗较一般治疗更能

组相似. Klooker等[32]对非便秘型IBS患者进行研

全面改善症状, 但松弛疗法不具有此优势. Tan等

究, 发现奥曲肽可显著提高患者的痛阈、改善

一项荟萃分析显示, 催眠疗法能明显缓解IBS患

大便性状, 但在腹痛、大便次数等方面无统计

者的消化道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且对消化道

学差异.

外症状也有改善作用. 2007年英国胃肠病学会
I B S指南推荐催眠疗法可用于对常规治疗效果

3 结论

不佳及无严重精神心理疾病的IBS患者. 但目前

IBS治疗药物及方案繁多, 但没有一种药物或方

的有关心理学治疗普遍存在无法做到盲法、纳

案能完全有效地治疗各种类型的IBS. 在药物研

入研究病例数少, 方法学不可靠、治疗机制不

发的迅速进展的同时隐藏者一定的风险, 如西

明确等缺点.

沙比利、替加色罗等药物曾在上市后由于发现

2.12 中医中药 中医药治疗IBS积累了丰富的经

严重的并发症而退市, 因此, 必须谨慎的对待各

验, 在改善症状,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方面显示出

种新药. 如果不加选择, 只是简单地把这些药物

较好疗效. 2006年Cochrane进行一项中医药治

应用于患者可能事与愿违. 由于IBS是基于症状

疗IBS的系统评价, 大多数纳入的RCT研究表明

标准而诊断的一个综合征, 随着诊断标准的变

中医药治疗IBS有较好疗效, 但由于纳入的研究

化、自然导致IBS检出率的变化, 用罗马Ⅱ与罗

混乱等原因无法进行meta分析, 并且由于缺乏

马Ⅲ诊断普通人群的IBS的患病率分别为2.9%

阴性结果的研究, 存在出版偏倚. Bian一项系统

与11.4%, 这说明IBS的诊断具有主观性与随意

评价显示, 与对照组相比, 痛泻要方治疗IBS的

性, 因此IBS诊治的规范与严谨性是我们目前面

近期疗效、短期疗效、长期疗效好, 但在这项

临的主要问题. 进一步开展与IBS相关的动物模

系统评价中, 对照组药物多种, 多种对照组治疗

型研究可更好的阐述IBS病因与发病机制, 寻找

IBS疗效不明确的, 并存在纳入文献的异质性与

基于生物标志物诊断I B S可能更优于单纯依靠

[28]

[29]

质量偏低 . Leung等 进行一项安慰剂对照的

症状学标准, 采用更有效或更有临床意义的生

RCT研究, 发现两组对于IBS整体症状及生活质

理学或患者自述的指标评估I B S严重程度及治

[30]

量评估方面相似. Shi等 一项系统评价发现, 与

疗效果, 开展心理因素对IBS影响的基础与临床

安慰剂相比, 中医药治疗IBS的总体症状、便秘

研究, 使用更有效的治疗终点评估IBS药物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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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治疗模式的疗效, 开发更有效的治疗IBS的药
物等一系列研究可能是我们今后的重要课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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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3在肝细胞癌中的研究进展
苏如葵, 袁晟光

■背景资料

肝细胞癌(HCC)是
我国常见的恶性
肿瘤之一, 手术切
除病灶是最佳选
择. 目前HCC的治
疗还缺少有效的
药物, 基因靶点的
肿瘤治疗已成为
肿瘤研究的热点,
STAT3是多个致癌
性酪氨酸激酶信
号通道汇聚的焦
点, 最近研究表明
STAT3与HCC的发
生、发展密切相
关, 可能为HCC在
临床诊断、治疗
方面提供新的靶
点及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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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STAT3是STAT家族的成员, 是重要的核转录
因子. STAT3可以被HBV、HCV和各种癌基
因蛋白激活, STAT/SOCS信号失调也可以导
致STAT3激活. 活化后可以调控下游基因的转
录. 异常活化的STAT3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 a r c i n o m a, H C C)癌组织中明显过表达, 可
导致肝细胞恶性转化从而发生癌变. 此外
STAT3信号的激活与c-Myc、EGFR、TGF、
survivin、VEGF失调有关, 这与HCC的发生,
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我们将概述STAT3在HCC
中的重要作用, 并就STAT3作为HCC治疗新的
靶点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关键词: 信号转导与转录活化因子3; 肝细胞癌; 转
录因子
苏如葵, 袁晟光. STAT3在肝细胞癌中的研究进展. 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 2010; 18(21): 2240-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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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同行评议者

高润平, 教授, 吉
林大学第一医院
肝病科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 is an important 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 that, once activated, can regulate the transcription of target genes. STAT3 is overexpressed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STAT3 can be activated by
HBV, HCV and diverse oncoproteins. The dysregulation of STAT/SOCS signaling also results
in constitutive activation of STAT3. Aberrantly
activated STAT3 can contribute to the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of liver cells and result in the occurrence of HCC by inducing dysregulation of
c-Myc, EGFR, TGF, survivin and VEGF.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ritical role of STAT3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CC and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STAT3 as a target for HCC therapy.
Key Words: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

0 引言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的发
生、发展及转移机制仍不清楚, 目前认为与各
种癌基因、信号通路等异常有关. 信号转导与
转录活化因子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是一种由细胞因子、生
长因子等多肽类配体激活的转录因子. STAT3被
激活后作用于细胞核内特异的DNA片段, 调控
靶基因的转录. 大量研究已证明该基因可促进
肿瘤细胞的增殖、血管形成、侵袭转移及免疫
逃逸. 近年来研究发现其与HCC的发生、发展
密切相关. 本文对STAT3在HCC中的研究进行综
述, 以期对HCC在临床诊断、治疗方面提供新
的靶点及思路.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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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3可通过多种途径激活, JAK-STAT3

1 STAT3结构、功能及调控
1.1 STAT3结构和生理功能 STAT3是在1994年作

途径是经典途径, 其活化过程为: (1)配体与受体

为白介素-6(interleukin, IL-6)信号传递中的急性

结合导致受体二聚体化; (2)二聚体化受体激活

期反应因子(acute-phase response factor, APRF)被

JAK; (3)JAK将STAT磷酸化; (4)STAT形成二聚

纯化的, 编码STAT3的基因在鼠科动物定位于第

体, 暴露出入核信号; (5)STAT进入核内, 调节基

11号染色体, 在人类定位于第12号染色体(q13至

因表达. 其中705位酪氨酸磷酸化是STAT3活化

[1]

q14-1). STAT3结构主要包括7个部分 : (1)SH2

的标志(该位点发生了酪氨酸磷酸化的STAT3即

区, 主要促进STAT3与活化的受体形成复合物,

p-STAT3). MAPK是Ras信号转导途径中的下游

介导JAK-STAT间相互作用, 使STAT3形成二聚

信号分子, 具有丝氨酸/氨酸蛋白激酶活性, 通过

体, 移至细胞核, 识别并结合DNA, 导致特定靶基

磷酸化Ser727位点而激活STAT3. Cdk5(周期蛋白

因的开启; (2)SH3区, 保守性较差, 功能尚不清楚;

依赖激酶5)、JNK(c-Jun N端激酶)、ERK2(细胞

(3)羧基端第705位的酪氨酸磷酸化位点(Y705),

外信号调节酶2)等也参与了丝氨酸的磷酸化而

该位点的磷酸化可致STAT3活化; (4)DNA结合

激活STAT3[7-9].

区; (5)转录激活区, 与转录激活有关; (6)第727位

活化的S TAT3可通过以下3个途径进行负

丝氨酸磷酸化位点(Ser727), 可被有丝分裂原激

调控: (1)STATS酶的活化是可逆的, 酪氨酸磷酸

活的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酶SHP1和SHP2拥有SH2结构域, 并主要定位在

MAPK)所磷酸化, 激活STAT3, 使STAT途径和

细胞质中, 与STAT3的SH2受体酪氨酸残基结合,

R A S途径发生联系; (7)保守的氨基酸序列, 与

相互作用破坏JAK/STAT途径; (2)活化的STATs

STAT3二聚体的形成以及细胞因子受体间的结

蛋白抑制子PIAS(protein inhibitor of activated

合等有关. STAT3广泛存在于不同类型的细胞和

STATs, PIAS)可直接干扰或通过招募核内共抑

组织中(如: 心脏、睾丸和胸腺中含量较高, 在

制分子, 干扰STAT3与DNA结合, 使之不能转录.

脾脏中也可检出), 与细胞生长、分化、增殖、

PIAS包括细胞因子信号传导抑制子(suppressor

凋亡等生理功能调控有关, 生理状态下, STAT3

of cytokine signaling, SOCS), SOCS是STAT3负反

的激活快速而短暂. S TAT3通过对靶基因的调

馈回路中的一部分, 通过掩盖结合位点或去除信

控在细胞生长、分化、增殖、凋亡中发挥着重

号组件复合物, 抑制JAK/STAT各种信号组成, 干

要的作用. S TAT3调控的靶基因编码的蛋白包

扰靶基因感应而负调控STAT3[10].

括凋亡抑制剂Bcl-xL、Bcl-2、髓样细胞白血病
因子-1(myeloid cell leukemia-1, Mcl-1)和存活素

2 STAT3与HCC发生、发展的关系

(survivin), 细胞周期调节剂周期蛋白D1、D2和

2.1 STAT3在HCC中的表达及致癌机制 目前研究

c-myc以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证实HCC组织中p-STAT3阳性率和阳性强度均高

growth factor, VEGF)[2-6], 这些蛋白质在细胞的增

于癌旁组织和正常肝组织, 与癌细胞分化程度无

殖、分化、衰老和凋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关; 此外, 癌旁肝组织中亦有比较明显的p-STAT3

用, STAT3通过对上述靶基因的调控, 进而改变

表达. 特别是呈明显增生和不典型增生肝细胞

细胞形态.

尤甚, 推测STAT3激活和过度表达可能是HCC

1.2 STAT3的激活及调控 目前已发现多种信号

发生的早期事件[11]. 目前研究认为STAT3持续性

因子可激活STAT3, 包括: (1)细胞因子(cytokine,

激活与细胞的恶性转化有关, 可能参与了多种

C K): I L-6、I L-11、抑瘤素M(o n c o s t a t i n M,

肿瘤包括HCC的发生和发展[12], 主要依据4个方

OSM)、睫状神经营养因子(ciliary neurotrophic

面: (1)致癌基因能激活STAT3; (2)显性负STAT3

factor, CNTF)、瘦素(leptin)、白血病抑制因子

突变体能恢复STAT3导致的显型转化; (3)JAK和

(leukaemia inhibitory factor, LIF)等; (2)表皮生长

Src激酶激活STATS并能引起细胞转化; (4)在肿

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血小板源

瘤或癌细胞株中STAT3过表达, 如乳腺癌、卵巢

生长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 PDGF);

癌等. 过激活的STAT3主要通过调控下游基因而

(3)非受体酪氨酸激酶: v-Abl、c/v-Src、v-Sis、

调控细胞的凋亡、增殖、恶性转化而引起HCC

Te l-J a k等; (4)G蛋白: 促甲状腺激素(T h y r o i d

的发生. 通过上调凋亡基因Bcl-xL和Mcl-1等抑

stimulating hormone, TSH)、巨噬细胞炎症蛋

制细胞凋亡, 上调c-myc、p21、cyclin D1调节细

白-1(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1, MIP-1)等.

胞周期, 还能减弱肿瘤抑制基因p53 的表达, 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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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HCC的发生[13,14]. Yu等[15]用3-甲基-4-甲基氨

TGF-β1表达增强, 并促进ConA和化学诱导的肝

偶氮苯(3-me-DAB)诱导大鼠建立HCC模型, 在癌

纤维化. SOCS3表达增加或用显性负相STAT3

变不同阶段用免疫组织化学和Western blot、原

处理后T G F-β1表达减弱, 认为T G F-β1增强子

位杂交等方法检测发现: 在肝坏死和修复阶段表

存在2个STAT3的结合点, STAT3与之结合后可

皮生长因子受体(epi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直接激活这些增强子的活性, 提示: TGF-β1是

EGFR)、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

STAT3的一个目标基因, 这也可能是SOCS3缺

tor, TGF)、STAT3高表达; 所有HCC病例中发现

陷小鼠纤维化增强的机制之一. S TAT3通过上

EGFR、TGF、STAT3的mRNA和蛋白表达明显

调TGF-β1表达而加重肝纤维化, SOCS3则负调

增高; 而且STAT3、p-STAT3的水平与TGF表达

节肝纤维化阻止了这一过程, 这可能与S TAT3

水平呈正相关. 提示: EGFR-STAT3通路与大鼠

引起肝硬化最终进展为HCC有关.

HCC的发展有关, 高表达的TGF可活化EGFR信

研究证明CpG岛甲基化沉默SOCS1基因可

号, 并形成自分泌环, 导致STAT3持续激活, 从而

以直接干扰JAK2而激活JAK/STAT, 用JAK2的

调节细胞凋亡和周期基因的转录, 促进细胞增殖

特异抑制剂AG490可以抑制此途径灭活STAT3,

[16]

和转化. 李静等 应用RT-PCR检测HCC组织中

通过去甲基化恢复S O C S1活性后也可以抑制

STAT3、c-myc、p53 、survivin、VEGF的mRNA

STAT3[19]. 在小鼠HCC模型中Bagnyukova等[20]

表达水平, 应用Western blot法及免疫组织化学

发现: HCC发生的早期阶段, SOCS1高表达, 并

法检测STAT3基因的蛋白水平及定位表达, 发现

对TGF-β和血小板源生长因子(platelet derived

HCC癌及癌旁组织中c-myc、survivin、VEGF

growth factor, PDGF)诱导的STAT3激活有明显

基因mRNA表达明显上调, p53 基因mRNA表达

的抑制作用, 而在HCC的发展阶段, SOCS1表达

下降, 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STAT3蛋白水平均高

下降, 其对TGF-β和PDGF的抑制作用减弱, 导致

于正常肝组织, 提示STAT3通过与c-myc、p53 、

S TAT3活化并引起细胞恶性转化, 而且还发现

survivin、VEGF细胞因子、信号通路共同协调

SOCS1表达下降并不与SOCS1的甲基化有关, 而

作用, 在HCC的发生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与SOCS1启动子组蛋白中赖氨酸增加有关. 尽管

STAT3下调机制的减弱也可能是STAT3激

目前SOCS1沉默的机制尚不确定, 研究结果不一

活并导致HCC发生的的原因. SOCS1、SOCS3

致, 但SOCS1的沉默都最终导致STAT3过激活, 这

是STAT3上游的负反馈元件, SOCS1、SOCS3

可能是HCC发生的机制之一.

基因失调, 对S TAT3抑制减弱, 可导致S TAT3

2.2 STAT3与HBV的致HCC作用 HBV感染导致

过表达而引起H C C发生. 研究发现S O C S3存

HCC的确切机制尚不明确, 多种因子及信号通

在S TAT3的结合点, 其被异常甲基化后可引起

路参与了HBV相关的HCC形成过程. 最近研究

S TAT3异常激活, 导致细胞增殖、恶性转化.

表明, 慢性HBV感染引起HCC的发生, 可能与

在H C C的细胞系中, 有5/10的细胞系无法检测

STAT3的异常激活有关, 其中HBV的X蛋白[hepa-

到SOCS3, 其中还有3/10的细胞系SOCS3基因

titis B virus X (HBx) protein]与STAT3的活化密切

CpG岛异常甲基化, 甲基化的SOCS3可以用去

相关. 过表达的HBx可诱导IL-6表达, 从而磷酸

甲基化剂5-氮杂-2'-脱氧胞嘧啶核苷(5-a z a-2'-

化激活STAT3, STAT3结合于HBV增强子1中心

deoxycytidine)通过去甲基化重新激活SOCS3的

的FPV区, 激活HBV增强子功能, 促进HBV的复

[18]

制[21]. 最近国外学者研究发现了一种与HBX蛋白

在HCC组织中也发现SOCS3低表达及SOCS3基

相互作用的蛋白磷酸酶2Calpha(protein phospha-

因DNA甲基化, 导致STAT3过度激活, 并促进刀

tase 2C alpha, PP2Calpha), 在Cos-7和Huh-7 HCC

豆球蛋白(concanavallin A, ConA)和化学诱导的

细胞中内源性PP2Calpha可引起IL-6表达减少, 还

肝纤维化, 而且还发现SOCS3的低表达不仅存

可以去磷酸化而灭活STAT3, 但高表达HBX可以

在于HCC组织中, 还存在于非癌组织中, SOCS3

阻止和恢复这种去磷酸化, 使STAT3表达增加[22].

的表达随着肝脏纤维化程度的增加逐渐减少.

HBX突变体还可以通过核内/核周非典型定位,

同时在非肿瘤区SOCS3表达水平, 与STAT3、

上调STAT3并沉默SOCS1/SOCS3, 引起SOCS1/

T G F-β1的水平成负相关. 在S O C S3缺陷小鼠

SOCS3失调而引起HCC的形成[23]. Koeberlein

模型中, S O C S3的缺失导致S TAT3过度激活,

等[24]在HBV患者肝组织中发现SOCS3蛋白表达

表达, 并引起STAT3去磷酸化

[17]

. 而Ogat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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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STAT3过激活, 认为肝脏炎症改变与STAT/

成, 促进癌的转移[32], 过表达的STAT3还能减弱

SOCS信号失调相关, HBV对STAT/SOCS干预可

肿瘤抑制基因p53 , 使p53 途径依赖性低氧诱导

能会导致机体对HBV的免疫反应无效, 有助于病

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 HIF1-α)降解

毒发病, 恶性转化, 可能是病毒持续存在并最终

受到抑制[13], 而且还有学者在感染HCV患者体

导致HCC的一个重要机制.

内发现活化的STAT3是HIF1-α稳定表达必不可

2.3 STAT3与HCV致HCC作用 HCV感染也是

少的[33], HIF1-α最终引起靶分子VEGF表达增高,

引发肝硬化、HCC的一个重要原因. HCV核心

促进肿瘤血管新生及转移; 用STAT3的显性负

蛋白是HCV的重要结构蛋白, 可以促进人肝细

性突变体或反义寡核苷酸阻断STAT3信号通路,

胞的永生化, 研究显示它参与多种信号转导通

可抑制VEGF表达, 还能抑制肿瘤的生长与侵袭

研

转移[34], 而国内研究也证实HCC组织中STAT3

究发现H C V核心蛋白、E1蛋白、非结构蛋白

过激活伴随p53 下调及VEGF上调, 表明: STAT3

路的调控和转录因子的激活. M a c h i d a等

[25]

(nonstructural protein, NS)的表达诱导活性氧

过激活后通过与H I F1-α、V E G F、p53 等共同

产生, 触发STAT3酪氨酸磷酸化和核转位, 激活

协调, 在HCC发展、转移过程中发挥作用[16]. 但

STAT3促进HCC的发生.在依赖HCV核的永生肝

另有研究已证明STAT3与HCC瘤体大小、病理

细胞中, STAT3被HCV核心蛋白激活并持续表

分级、肿瘤分化程度、TNM分期无关[35], 因而

达, IL-6、gpl30、Leptin受体表达增加, STAT3

STAT3是否与HCC的发展、转移有关可能还需

靶基因Bcl-xL、cyclin D1、c-myc表达也增加,

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STAT3及HCV可能通过这些基因产物促进肝细
胞增殖、恶性转化[26]. 然而有研究发现HCV核
心蛋白的表达对STAT3的磷酸化及与DNA结合
活性是抑制的, 对JAK/STAT信号转导通路活化
起抑制作用, 但这种抑制发生在核内(干扰素目
标基因的启动子结合处), 这可能是引起HCV对
干扰素治疗无效的原因, 使HCV长期存在并最
终导致HCC发生[27]. HCV激活的STAT3还提高
微血管内皮细胞中雄激素受体表达, 并增强雄
激素受体介导的转录, 促进VEGF表达和微血管
形成, 应用AG490(JAK/STAT信号通路抑制剂)
处理后, 雄激素受体和VEGF受到明显抑制 [28].
HCV核心蛋白还能使SOCS-1在人肝组织中表
达减少, 提高STAT3的活化[29], 表明这也可能与
HCV导致HCC有关.

4 STAT3与HCC的治疗
大量研究已证实STAT3参与HCC的发生、发展
及转移, 已成为为HCC治疗新的靶点. 目前研究
方向为: (1)针对STAT3采用基因技术治疗HCC;
(2)利用天然或人工合成J A K/S TAT3、S O C S/
STAT3信号通路抑制剂、干扰剂. 并已取得了重
大的进展.
4.1 R N A干扰及反义寡核苷酸 s i R N A(s m a l l
interfering RNAs)是一种短片段双链RNA分子,
能够以同源互补序列的mRNA为靶目标降解特
定的mRNA, 导致其相应的基因沉默, 称为RNA
干扰(RNA interfering, RNAi). 近年RNA干扰作
为HCC治疗的有效手段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李
静等[36]应用针对人的STAT3基因的siRNA构建
表达载体Silencer3.0-H1-STAT3-siRNA-GFP, 转

3 STAT3与HCC的转移

染人HCC细胞株SMMC7721, 结果重组质粒在

Pan等 [30]研究了不同转移潜能人HCC细胞系转

mRNA及蛋白水平均可抑制STAT3基因表达.并

录因子活性差异, 结果发现随着人HCC细胞转

下调STAT3相关基因survivi、VEGF基因mRNA

移潜能的增高, STAT3活性上调, 认为其与HCC

的表达, 上调p53 、caspase-3基因的mRNA表达,

[31]

转移密切相关. Yang等 研究了p-STAT3(tyr705)

对HCC细胞的增殖活性有明显抑制作用, 并可

在HCC中的表达, 发现在49.3%的HCC标本中呈

诱导H C C细胞凋亡, 细胞阻滞于G 2期. 吴明彩

强阳性, 而仅有5.8%的癌周组织的肝实质细胞

等[37]用人工合成并硫代修饰STAT3反义寡核苷

呈强阳性表达, 而且p-STAT3在HCC组织中的表

酸, 通过脂质体转染进入HepG2 HCC细胞, 发现

达与微血管密度密切相关, 因而推测S TAT3可

HepG2细胞的增殖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能明显诱

能通过增加HCC组织的微血管的生成, 参与了

导细胞凋亡.

HCC的发生和进展, 与HCC转移相关. 在其他实

4.2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AG490是一种JAK酪氨

体肿瘤中研究证实: 过表达的STAT3可以上调

酸激酶选择性抑制剂, 可以阻断JAK激酶活化,

VEGF促进癌及癌旁组织微血管及淋巴管的生

减少STAT3的表达, 显著减弱HCC细胞的生存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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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文着重综述
STAT3与HBV、
HCV等关联导致
HCC的机制, 论
述STAT3在HCC
的发生、发展及
转移等方面的调
节作用, 介绍了以
S TAT 3 作 为 基 因
靶点在HCC治疗
方面的研究方向
及现状.

2244
■应用要点

尽管STAT3在HCC
的发生、进展和
转移的机制研究
尚不够深入和全
面, 但STAT3作为
一种癌基因, 可作
为HCC治疗新的
靶点, 为HCC的临
床治疗提出新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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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抑制MCL-1的表达从而诱导凋亡, AG490

由多因素、多基因参与, 病理过程复杂, 目前仍

还通过下调cyclin D1、A、E和上调p21、p27、

有许多问题有待阐明, 如在HCC发生、发展和

[38]

phospho-chk2而诱导HCC胞S期周期停滞 . 王
[39]

转移过程中, S TAT3是否还与其他基因相互作

利用AG490阻断HCC细胞STAT3通路

用、通过何种方式或途径相互作用、是否其他

后, 免疫抑制因子VEGF、FasL、TGF-β和IL-10

的STAT家族成员也发挥作用、通过何种机制、

等的mRNA表达减弱甚至消失, 表明AG490可

在复杂的信号传导通路中如何与上下游的因子

通过阻断STAT3通路逆转免疫抑制发挥抗肿瘤

发生联系、怎样进一步利用STAT3为靶点治疗

艳春等

效应. Lin等

[40]

在研究中发现STAT3的特定抑制

剂NSC74859, 可明显抑制IL-6/STAT3通路, 同时
灭活TGF-β, 使HCC细胞对TGF-β失去反应, 把
Huh-7 HCC细胞移植到裸鼠身上形成肿瘤, 用

HCC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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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on-invasive and ionizing radiation-free
cross-sectional imaging technique,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has shown a bright
future in following up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especially child and
young adult patients. The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iques in MRI makes it possible to obtain
MRI images that are richer in information and to
evaluate the activity of IBD more objec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This improv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and evaluation of drug efficacy in IBD patients.

evaluation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247-2252

摘要
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无电离辐射的肠道断
层显像方法, 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在对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患者, 特别是年轻及儿童
患者的长期随访过程中显示出较好的应用前
景. 新技术的应用不仅使其获得的影像信息更
丰富, 而且使更客观地评估病情活动性成为可
能, 这些对IBD诊治中临床决策的制定、药物
疗效的观察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对IBD认识
的不断深入和疗
法的逐步发展, 对
患者病情的精确
评估日益受到重
视. 新技术的应用
使MRI能提供多
种评价参数, 有助
于全面、客观、
定量的病情评估,
满足新的治疗理
念及评估标准对
影像学提出了更
高要求. 无电离辐
射的特点使MRI
更适于长期临床
随访观察.

关键词: 磁共振成像; 炎症性肠病; 评估; 深层缓解
曹晓沧, 王胰, 赵新, 孙浩然. MRI在炎症性肠病诊断与评估中的
应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 18(21): 2247-2252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8/2247.asp

0 引言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
是一类病因尚不明确的以肠道免疫功能紊乱
为主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 主要包括
克罗恩病(Cohn's disease, CD)和溃疡性结肠炎
(ulcerative colitis, UC). 随着对IBD认识的不断
深入以及治疗方法的不断完善, 其治疗理念也
逐步发展, 临床治疗终点已经从以单纯临床症
状和血清学指标缓解为目标, 发展到以内镜缓
解(endoscopic remission)、黏膜愈合(mucosal
healing, MH)为治疗终点, 最近欧美学界又进一
步提出“深层缓解”(deep remission, DR)的概
念[1], 期望获得更持久的缓解. 改变疾病的自然
病史、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活质量正在成为IBD
最终治疗目标[1], 为此, 临床迫切需要对IBD患
者病情更准确全面的评估手段. 然而目前主要
依靠临床表现、内镜、传统肠道X线检查及组

Key Word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Evaluation; Deep remission

织病理学等检查手段所获得的信息十分有限,

Cao XC, Wang Y, Zhao X, Sun HR. MRI for diagnosis and

要. 通过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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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能满足临床对患者病情更全面评估的需

■同行评议者

龙学颖, 副主任医
师, 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放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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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随着MRI的硬
件、软件、肠道
对比剂及成像方
法等影像学技术
的进步和发展,
MRI肠道图像质
量提升很大, 为临
床提供了更多评
价IBD活动性的
客观指标, 多种
MRI序列在此方
面逐渐显示出其
应用价值, 但确立
统一、可量化的
MRI标准评估指
标尚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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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 [2,3] 及磁共振成像(m a g n e t i c r e s o n a n c e

显差异[11,14], 而且使用口服对比剂能实现小肠及

imaging, MRI)可以获得跨肠壁病变及肠外病变

结肠一站式成像[11,13-15].

的信息. 但不能忽视的是, 仅接受单次腹部CT就

对结肠的扫查, MRI结肠造影类似传统的肠

能增加受检者恶性肿瘤患病危险性, 尤其对于

道准备, 检查前行结肠灌肠充盈肠道, 灌肠剂可

[4-6]

长期随访中的X线暴露问题更为突

以为水(T1WI上表现为低信号)或含钆的螯合物

出. 因此CT不是对患者病情长期监测的恰当手

(T1WI上为高信号)[16]. 也有学者为了减轻患者痛

段. 由于技术的限制, 早期MRI因为呼吸运动或

苦, 认为通过标记粪便(在日常饮食中辅以对比

肠道蠕动产生的严重伪影使肠道成像质量下降,

剂, 如钡剂, 使肠腔内容物于T1WI呈低信号)能免

MRI肠道成像一度被认为价值不大. 近年来, 随

去肠道准备及灌肠等步骤[17,18].

年轻患者

着MRI硬件(梯度磁场、主场强的提高, 线圈设
计技术的提高)、软件(一系列快速成像序列及

2 MRI扫描序列特点及在肠道检查中的应用

呼吸门控技术等)、肠道对比剂的使用及多种成

至于哪些MRI序列最适于肠道检查目前尚无统

像方法等影像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MRI肠道图

一意见, 通常是将几种脉冲序列同时应用于肠

像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 而且作为一种非侵入

道检查, 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补充.

性肠道成像方式, MRI的耐受性较好, 对IBD诊

2.1 单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与快速平衡稳态进

[7]

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不亚于CT , 特别是其无电

动序列 临床上常常序贯应用以上两种序列. 目

离辐射的特性使其更适于对患者尤其是年轻患

前在较多研究中使用的扫描顺序为: 先进行单
次激发快速自旋回波(single-shot fast spin echo,

[6]

者的长期观察随访 .

S S F S E)或半傅里叶采集单次激发自旋回波序
1 肠道MRI检查的准备工作

列(half-Fourier acquisition single-shot-turbo spin-

目前尚无统一的检查前准备标准. 临床中常需

e c h o, H A S T E)采集, 获得腹盆部的冠状面图

要患者在检查前禁食水约6-8 h.

像, 用于解剖定位. 然后行多时相、多层面的

1.1 肠道内对比剂 依据T1及T2加权图像信号的

快速平衡稳态进动序列(fast imaging employ-

[8,9]

: 阳性包括油、

ing steady state sequence, FIESTA)或称为平衡

脂肪以及与肠内容物易混合的顺磁性物质, 如含

全稳态快速场回波序列(balanced fast field echo

钆螯合物(马根维显, Magnevist Enteral, Schering

sequence, all steady-state, B-FFE)、真稳态进动

AG, Berlin, Germany); 阴性包括氟化物、气体、

快速成像序列(true fast imaging with steady state

黏土混合物、钡剂、氧化铁颗粒及超顺磁微粒

precession, true-FISP), 覆盖全小肠及结肠, 每层

(OMP); 双相对比剂, 如水、高渗或等渗甘露醇

面扫15-25个时相.

不同, 口服对比剂可分为3种

溶液、甲基纤维素、山梨醇等. 目前常用的为双

在S S F S E序列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肠壁增

相性对比剂, 由于他们在T1WI上表现为低信号,

厚、水肿、肠腔扩张及中到深度的溃疡(表现

T2WI上表现为高信号, 可以使肠腔和肠壁分界清

为增厚肠壁内细线样高强度信号). 另外, SSFSE

晰, 能更好地显示肠壁厚度及病变.

还有助区分急性期肠壁水肿及慢性期肠壁脂

1.2 针对不同肠道部位的检查方式 要获得比

肪浸润: 在SSFSE的脂肪饱和抑制序列上, 水肿

较满意的肠道M R I图像, 充盈肠道至关重要.

肠壁信号强度高于周围正常肠管, 且水肿可能

对小肠的扫查, M R I与C T相似, 主要也通过口

与CD活动指数(Crohn'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服和鼻空肠管灌肠两种方法实现肠道的充盈.

CDAI)有一定相关性[19,20], 从而与纤维增生所致

口服法也称磁共振肠造影(MR enterography,

肠壁增厚(SSFSE或FIESTA上为低到中等信号)

MREG), 鼻空肠管灌肠法也称磁共振灌肠(MR

相区别, CD慢性期, 有的肠壁出现脂肪浸润(健

enteroclysis, MRE)[10,11]. MRE中通过鼻空肠管注

康人群特别是肥胖者也可有此变化, 诊断时需

入等渗水溶液, 从而可以观察肠道蠕动情况, 且

结合患者临床情况[21]), 同时观察SSFSE的脂肪

对肠道尤其是近段小肠的扩张效果优于MREG,

饱和及非脂肪饱和序列, 可将肠壁水肿与脂肪

对黏膜病变的显示也相对较好, 但其也有一定

浸润相区别.

的缺点, 如X线透视监控时的X线暴露以及需要
[12]

IBD在FIESTA上较为特征的表现为“梳齿

. 在对CD的诊断

征”, 为系膜血管生成增多所致, 显示为与肠管

准确率方面, 有的研究认为MREG与MRE无明

纵轴垂直、相互平行的低强度细线样信号, 提

不同检查室之间的联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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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病情处于活动期; FIESTA多时相扫描后能以

		

动指数(VHI)也有相关性(r = 0.36, 0.41), 但其相
[29]

电影回放方式动态观察肠道蠕动情况, 可发现

关程度均不高. Laghi等

有无固定的狭窄、节段性扩张及粘连, 相当于

强化的T 1W I图像分析C D儿童患者的末段回肠

功能成像; 另外, 此序列对肿大淋巴结的观察也

肠壁厚度与增强程度并对二者评分后分级, 其

较清晰.

结果与C D A I、内镜所见及组织病理学检查具

采用脂肪抑制对比剂

以上两种序列的特点各异: SSFSE使肠腔与

有很好的相关性(r = 0.91、0.94、0.95), 但这一

肠壁对比度好, 也不产生黑线样伪影, 但其对流

研究中所用的增强程度不是采用增强比, 而是

空效应产生的运动伪影较敏感, 且不能清晰显

主观判定(无强化为0分, 轻度强化为1分, 显著强

示肠系膜结构; 而FIESTA对运动伪影相对不敏

化为2分). Ajaj等[30]对结肠IBD患者肠壁厚度、

感, 且能提供良好的软组织对比度及功能成像,

增强程度、淋巴结数目及各段结肠皱襞数目评

但是其可以产生延肠壁走行的黑线样伪影, 可

分, 肠壁信号强度采用对比噪声比修正, 将病变

能掩盖一些小病变. 因此, 在实际工作中常需不

组与对照组肠壁强化程度的比值四等分(无强

[22-24]

同序列间相互对照分析

.

化计为0分, 小于25%为1分, 25%-50%为2分, 大

2.2 3D-T1WI梯度回波序列 完成以上两种序列

于50%为3分), 其他三项参数也与对照组相比计

后, 注射胰高血糖素减少肠道蠕动, 在注射静

分, 通过与结肠镜及组织病理学对照, 认为MR

脉对比剂前后分别行冠状面的3D-T 1 W I梯度

结肠成像能有效替代传统结肠镜及镜下活检达

回波序列检查, 以便显示血管形成情况、淋巴

到准确诊断I B D并评估其活动性. 但是也有关

. 另外, 在

于病变肠段的定性及定量研究 [31,32]认为肠壁强

T1WI上, 粪便也可为高信号, 这也是增强前先预

化程度与CDAI没有相关性, 而与C反应蛋白(C-

扫1遍的原因之一. 静脉注射对比剂后, 病变肠

reactionprotein, CRP)有较好的相关性, 可能是

段可表现为分层强化或均匀强化, 分层强化亦

CDAI是一个依靠相对主观的症状和体征来评分

称“靶征”或“双晕征”, 提示病变处于活动

计数, 因此在某些患者特别是儿童患者身上可

结、肠壁增强程度、脓肿及瘘管

期

[20,26]

[24,25]

. 增厚肠段的弥漫性均匀强化通常代表跨

肠壁的炎症. 肠壁强化程度也被研究者认为是
[27]

靠性欠佳, 而更客观的炎症标志物CRP受主观影
响较小所致.

. 前述“梳齿征”在注

2.3 T2WI脂肪抑制序列 T2WI脂肪抑制序列可以

射对比剂后转变为高信号; 较深的裂隙样溃疡

用来评估肠壁厚度以及周围有水肿的组织或积

可贯穿肠壁与周围结构相通形成瘘管, 在静脉

液[33], 肿大的淋巴结也较容易观察. 并发症如脓

注射对比剂的T1WI增强图像上为高信号.

肿在此序列上表现为内部长T1长T2水样信号, 周

疾病活动性的1个指标

对比剂强化T1WI(T1WI增强检查)在IBD活

边明显强化, 有研究报道其对脓肿的敏感性较

动性的定量评估方面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从对

高, 可达100%[26,34]. 另外, 在T2WI上, 可以看到增

I B D活动性的定量评估方面看, 对比剂强化的

厚的肠壁为两层低信号中夹杂高信号, 如果为水

T1WI是如今应用较广的序列之一, 其参数大多

肿, 提示疾病处于活动期, 如为脂肪浸润, 表示病

是基于增厚肠壁在对比剂强化前后所获得的

变处于静止期[35]. 可见, T2WI脂肪抑制序列在观

MRI结果. 由于采集序列、参数、对比剂浓度、

察肠内外病变并定性评估活动性上有一定意义.

场强不同, MRI测得的信号强度也不一样, 因此,

2.4 DWI序列 DWI是正在研究中的用于IBD鉴

目前多数研究采用的是相对信号强度. Pupillo

别诊断及定量评估病变活动性的序列, 冠状面

[28]

在增强的肠壁上画出感兴趣区(r e g i o n o f

D W I图像对判断活动性病变、瘘管及脓肿有

interest, ROI), 计算强化率, 发现增厚的病变肠

一定的诊断意义, 其重要参数为表观分布系数

段最大强化率从140%到310%不等, 平均220%,

(ADC). Kilickesmez等[36]经研究认为ADC值具有

而正常肠壁最大强化率约100%左右, 约72%有

鉴别恶性肿瘤与非肿瘤病变的作用. Kiryu等[37]

异常强化肠段的患者, 其C D A I大于150(活动

应用DWI评估CD活动性, 统计结果显示活动性

等

期与非活动期的界值). Florie等

[25]

计算肠壁厚

病变肠段ADC值比非活动性病变肠段ADC值低

度、增厚肠壁动态增强比(ERdyn)与静态增强比

(小肠: 1.61±0.44×10-3 mm2/s vs 2.56±0.51×

(ERstat)发现ERdyn与ERstat与CDAI均有相关性

10-3 mm2/s; 大肠: 1.52±0.43×10-3 mm2/s vs 2.31

(r = 0.38, 0.31), ERstat、肠壁厚度与Van Hees活

±0.59×10-3 mm2/s), 同时发现DWI对瘘管、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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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目前在国内乃至
国外尚无较全面
的介绍MRI在IBD
诊断与评估中应
用的相关综述,
本文结合最新的
IBD治疗理念及
评估体系等研究
热点, 对国内外研
究现状及最新进
展进行总结, 有一
定的新颖性.

2250
■应用要点

新MRI技术使磁
共振结肠成像能
提供肠壁厚度、
信号强度、血管
束直径等多种参
数, 有助于IBD患
者病情的全面、
客观、定量评估,
MRI无电离辐射,
更适合作为IBD
患者的长期随访
手段, 有广泛的临
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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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等并发症也有一定的诊断意义, 他们表现为

信息, 这对孕妇以及严重肾功能不全(肾小球滤

暗背景上的高信号因而显示清晰. 当然, DWI评

过率低于30 mL/min)的高风险者尤为适合[45,46].

估IBD活动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呼吸触发的

3.1.2 耐受性: 由于新MRI扫描技术的采用, 患者

DWI可重复性较差(每次扫描肠段不相同、肠道

对检查的耐受性大大提高. 如SSFSE采用呼吸

蠕动)、b值选择范围不当所致错误诊断、对是

门控采集, 患者无需屏气, 对儿童患者尤其适用;

否需要肠道准备及应用抑制肠道蠕动药物目前

而FIESTA采集速度快, 能多时相扫描, 且对运动

[38,39]

尚无统一意见

伪影相对不敏感, 能动态观察肠道蠕动情况, 便

.

2.5 Look-Locker T1平面回波成像 Look-Locker
T1平面回波成像(LL-echo planar imaging, LL-

于了解肠道功能, 并清晰显示系膜血管及肿大
的淋巴结[22].

EPI)可测量绝对T1值及对比剂浓度, 经过后处理

3.1.3 诊断准确性: 在很多欧洲国家, MRI显示

形成T1-map图像或对比剂浓度图像, 使客观、定

出较高的IBD诊断准确率, 且由于其无辐射, 逐

量评估活动期炎性组织的病生理改变成为可能.

渐取代了传统的灌肠检查[26,47-48]. 但是不同肠段

Horsthuis等[40]应用LL-EPI序列, 在病变肠管周围

MRI诊断可靠程度可能存在差异, Laghi等[29]对

画出ROI, 计算出注射对比剂前的T1值及注射后

CD患儿末段回肠的MRI和内镜检查结果的对照

对比剂的平均浓度值, 将CD内镜指数、CRP等

研究发现, 其诊断灵敏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4%、

评估为轻度及重度的患者的以上参数进行比较

100%. Ajaj等[30]分析了结肠IBD患者的MRI检查

发现, 活动度较高的患者, 其ROI内对比剂的平

结果认为其灵敏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7%和100%.

均浓度值更高. 目前使用对比剂浓度图像对IBD

Maccioni等 [26]认为静脉注射对比剂后的T1WI

活动性进行评估的研究较少, 尚需进一步深入

图像对空肠病变的诊断敏感性为67%, 回肠为

研究[22,40].

92%, 而结肠由67%到97%不等, 而T2WI对空肠

总之, 多种MRI序列在对IBD活动性定量评

病变的诊断敏感性为100%, 回肠为95%, 而结肠

估方面逐渐显示出其应用价值, 为临床提供了

由67%到93%不等. 同时, 相对于传统小肠系造

更多的客观评价指标.

影或肠镜检查而言, MRI显示的是断层图, 能同
时观察肠腔、肠壁及肠壁外病变(脓肿、瘘管、

3 MRI对IBD诊断的优势及局限性

淋巴结肿大等)[26,34], 且在图像质量方面MRI软组

3.1 MRI对IBD诊断的优势

织对比度优于CT, 对于展示肠壁外病变较有优

3.1.1 安全性: MRI是一种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

势. 特别是对于脓肿、狭窄、瘘管和窦道, 在使

且无电离辐射, 虽然CT在IBD的诊断及其活动

对比剂充盈肠腔及静脉注射对比剂后的T1WI的

,但

脂肪抑制图像上, 显影效果尤佳[14,26]. 研究显示

是CT检查相对于传统X线摄片, 其产生的电离

静脉注射对比剂后的T1WI图像对诊断狭窄和瘘

辐射剂量更大, 尤其是腹部CT, 由此导致的致癌

管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 [26]分别为66%、

作用使这项技术的应用受到限制[6], 此外, 由于

100%、81%及67%、100%、89%, 而T2WI对诊

IBD患者病变肠道本身就有癌变倾向, 而患者中

断狭窄和瘘管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

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人甚至儿童, 随访评估

为83%、100%、91%及71%、100%、91%.

过程中需多次检查从而造成反复X线暴露, 无疑

3.2 MRI对IBD诊断的局限性 同CT一样, MRI由

使这种危险雪上加霜[6,43,44]. 因此MRI更适于对

于其空间分辨率的限制, 也很难对黏膜表浅的

患者尤其是年轻患者的长期观察随访. 相对于

病变进行评估, 小肠镜或结肠镜则能更好的显

强化CT, MRI无需静脉注射含碘对比剂, 碘过敏

示黏膜表面的改变 [49], 在显示表浅病变时具有

者可从中受益. 现行增强MRI使用的对比剂绝大

不可替代的作用. 临床上为了制定用药或手术

多数为基于钆的静脉对比剂(gadolinium-based

计划、判断预后、随访药物疗效, 对CD和UC的

contrast agents, GBCA), 虽然近年来认为其有

鉴别诊断尤为重要. 但两者的MRI肠道及肠道外

诱发肾源性系统性纤维化(nephrogenic systemic

表现有很多共同点, 如果病变分布发展情况、

fibrosis, NSF)的不良反应, 但回顾性分析发现其

肠壁厚度、并发症(系膜脂肪、瘘管、脓肿、狭

发生可能与使用较高剂量的G B C A有关, 而且

窄)等方面出现典型的CD表现时, 较容易判断.

这些患者绝大多数均有肾功能不全的疾病基础.

但有约15%-25%的患者, CD只局限于结肠[50,51].

而且, 很多情况下, MRI只需平扫便可获得必要

因此最终诊断需结合临床、影像、内镜、组织

性的评估上也显示出了较高的应用价值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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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等检查综合分析.
另外, 目前MRI对IBD活动性的定量评估尚
无统一标准, 他不同于CT有标准化的单位(hounsfield unit)能得到客观的、具有很好的可重复性
的参数, MRI的定量数据受多种变量(场强、扫
描序列、对比剂浓度等)的影响, 且无确切临床

5

6

7

意义, 这就使得学者们必须采用比值法或计分
法进行图像后处理, 多项研究均表明肠壁厚度

8

及强化程度与其活动性有较好的相关性. 为了
使MRI具有较好的可重复性, 制定一个统一的量
化标准越来越受到关注, 这还需进行更多的多

9

中心大样本的研究.
10

4 结论
对IBD患者病情精确全面的评估对判断病程、
制定临床决策及观察药物疗效有重要意义. 目

11

前临床上已经制定了多种I B D活动性评估系
统: CDAI、VHI、内镜评分等. 最近欧美学界正

12

在尝试建立的新评估体系CD3S(Cohn's disease
digestive damage score), 旨在建立包含肠壁病

13

th

变指标在内的新评估体系(5 ECCO, Prague,
Czech), 以求更为准确地判断病情. 总之, 新的
治疗理念及评估标准对影像学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新技术的应用使磁共振结肠成像(magnetic

14

resonance colonography, MRC)能多参数、多序
列、多平面成像, 提供肠壁厚度、信号强度、血
管束直径等多种参数, 有助于对IBD患者病情进
行更全面的客观定量评估. 由于MRI无电离辐射,

15

对IBD患者, 特别是年轻及儿童患者更适合作为
长期随访手段, 在临床上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但在确立统一、可量化的标准评估指标前还需

16

进行更多的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研究.
志谢: 感谢天津市资助优秀博士后赴欧培训考察

17

计划对本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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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construct eukaryotic expressing plasmids
of short hairpin RNA (shRNA) targeting the
IKKα gene and to evaluate their inhibitory effect
on IKKα expression in 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
METHODS: Three pairs of complementary shRNA
oligonucleotides targeting the IKKα gene were
designed, synthesized, annealed and inserted into
the pGPU6/GFP/Neo plasmid. The recombinant
plasmids were identified by restriction enzyme
analysis and sequence analysis.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recombinant plasmids on IKKα expression
in HUVECs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After restriction enzyme analysis
www.wjgnet.com

and sequence analysis, three eu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s of shRNA targeting the IKKα
gene were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Western
blot analysis showed that pGPU6/GFP/NeoshRNA3 reduced IKKα expression by 70.6% in
HUVECs induced with high glucose.
CONCLUSION: Three eu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s of shRNA targeting the IKKα gene are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se recombinant
plasmids can efficiently inhibit IKKα expression
in HUVECs.
Key Words: IKKα gene; Small hairpin RNA; RNA
interference; Recombinant plasmid

■背景资料

胰岛素抵抗是指
组织和细胞对于
正常剂量的胰岛
素敏感性和(或)
反应性减弱而产
生的一种病理状
态, 目前人们对
于胰岛素抵抗机
制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肝脏、骨骼
肌、脂肪组织等
胰岛素敏感的传
统靶器官, 然而血
管内皮胰岛素抵
抗日益受到人们
的关注, 但其机制
尚未完全清楚.

Liu LL, Chen FH, Li ZX, Zhan RX, Gao Y, Chen YH, Li
L, Huang QR. Construction and expression of eukaryotic
expression plasmids of shRNA targeting the IKKα gen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253-2257

摘要
目的: 研究短发夹RNA(shRNA)真核表达载体
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中对IKKα基
因表达的抑制作用.
方法: 设计3条靶向IKKα的shRNA, 经退火成
互补双链, 克隆到质粒 pGPU6/GFP/Neo中构建
重组载体, 经酶切鉴定和测序确认后, 将3个重
组表达载体转染到HUVECs, 利用Western blot
检测并筛选出抑制效果最好的重组表达载体.
结果: 通过酶切鉴定和测序分析, 靶向IKKα
的3个pGPU6/GFP/Neo-shRNA重组载体构建
成功, Western blot结果显示pGPU6/GFP/Neos h R N A3可有效抑制高糖诱导H U V E C s中
IKKα基因的表达, 抑制率为70.6%.
结论: 靶向IKKα基因的shRNA真核表达载体
构建成功, 且能有效抑制HUVECs中IKKα基
因的表达.
关键词: IKKα基因; 短发夹RNA; RNA干扰; 重组表
达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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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IKKα是IκB激酶
的一个催化亚基,
调控着NF-κB信
号转导通路. 近
年来研究发现,
IKKα介导的NFκB信号转导通路
对于探讨血管内
皮胰岛素抵抗机
制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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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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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s i R N A靶序列的设计与s h R N A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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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利用G e n B a n k检索I K K α基因核苷酸序
列(N M_001278), 根据s i R N A设计原则, 通过

0 引言

Ambion公司在线设计软件辅助设计, 使用Blast

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 NF-κB)信号转

将选定的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 最后选出三条

导通路调控多种促炎因子、趋化因子、黏附分

片段作为IKKα基因干扰片段.设计shRNA模板

子等基因的表达, 在胰岛素抵抗的发生发展过

中的loop结构选用了TTCAAGAGA以避免形成

程中起着重要作用[1].

终止信号, shRNA的转录终止序列采用TTTTTT

IκB激酶(IκB kinase, 又称IKK复合体)是NF-

结构. 正义链模板的5'端添加了CACC, 与Bbs Ⅰ

κB信号转导通路中的一个关键激酶, 直接影响

酶切后形成的黏端互补; 反义链模板的5'端添加

[2]

NF-κB的活性而调控相关基因的转录表达 . 目

了GATC与Bam HⅠ酶切后形成的黏端互补; 如

前的研究证实血管内皮细胞也是胰岛素敏感细

果siRNA的第一个碱基不是G, 则在CACC后补

胞, 胰岛素抵抗在高糖、氧化应激等条件下与

加个G(表1). 将合成的发夹结构寡核苷酸单链用

[3]

血管内皮功能紊乱密切相关 . 近年来, I K K α

无核酶水稀释为浓度3 g/L. 按照以下体系退火

介导的NF-κB信号转导通路参与血管内皮胰岛

得到shRNA模板: 1 μL正义链、1 μL反义链、

素抵抗的分子机制研究是近期本领域关注的热

48 μL TE(pH8.0)共50 μL在PCR仪上按照如下程

点. RNA干扰(RNA interference, RNAi)是通过

序进行退火处理: 90 ℃ 4 min, 80 ℃ 4 min, 75 ℃

RNa seⅢ内切酶Dicer的作用产生与靶基因的转

4 min, 70 ℃ 10 min, 37 ℃ 20 min, 10 ℃ 40 min,

录产物mRNA同源互补的21-23 bp双链RNA(称

4 ℃保存. 将退火后产物稀释20倍, 终浓度为6

为小干扰RNA, short interfering RNA, siRNA),

mg/L用于连接反应.

介导其互补同源mRNA序列的特异性降解, 从

1.2.2 酶切和连接反应: pGPU6/GFP/Neo载体

而使靶基因沉默、相应功能表型缺失 . 我们

按如下反应体系进行双酶切: 10×NEBbuffer

构建了针对I K K α基因的短发夹环状小干扰

2 μL、100×BSA 0.2 μL、 pGPU6/GFP/Neo 1

[4]

RNA(short hairpin RNA, shRNA)重组载体, 并

μg、Bbs Ⅰ 0.8 μL、Bam HⅠ 0.5 μL、加无核酶

将其转染到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man umbilical

水至20 μL, 37 ℃酶切3 h. 1% TAE琼脂糖凝胶

vein endothelial cells, HUVECs)进行真核表达;

电泳, 使用凝胶回收试剂盒回收. 将退火片段与

进一步观察转染后细胞IKKα蛋白表达情况, 筛

经双酶切后的载体按摩尔比4∶1进行连接反应,

选出抑制效果最好的重组表达载体, 从而为研

置16 ℃连接16 h.

究IKKα, NF-κB信号转导通路与血管内皮胰岛

1.2.3 重组质粒的转化、筛选和鉴定: 将连接产

素抵抗之间的相互关系奠定实验基础.

物接种于Top10感受态细胞进行转化, 涂布到3
mL含Kanamycin(终浓度为30 mg/L)的LB固体培
养基平板上, 37 ℃恒温箱培养过夜, 各挑取2个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pGPU6/GFP/Neo质粒购自上海吉玛公
TM

■相关报道

有研究报道IKKα
不仅可调控NF-κB
信号转导通路, 而
且可直接进入细
胞核内, 并有可能
参与基因的调控.

菌落, 接种到含30 mg/L Kanamycin的LB液体培

司; 脂质体Lipofectamine 2000、DMEM培养基

养基中摇菌过夜. 用质粒小提试剂盒抽提质粒,

干粉购自Invitrogen公司; 限制性内切酶Bbs Ⅰ和

所得质粒用Pst Ⅰ和Bam HⅠ分别酶切鉴定. 得到

Bam HⅠ购自美国NEB公司; 限制性内切酶Pst Ⅰ

的重组质粒分别命名pGPU6/GFP/Neo-shRNA1,

购自Promega公司; T4连接酶和DNA Marker购

2, 3. 将初步鉴定证实的细菌扩增培养, 取1 mL

自TaKaRa公司; 质粒小提试剂盒和DNA胶回收

菌液送北京三博远志进行测序鉴定. 测序引物

纯化试剂盒购自Qiagen公司; Top10感受态细胞

为T7, 测序方向为正向测序.

购自天根公司;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株购自ATCC;

1.2.4 重组质粒转染HUVECs: 取处于对数生长

特级胎牛血清购自杭州四季青生物制品公司;

期的HUVECs, 用胰酶消化后使用不含血清和抗

Kanamycin购自Sigma公司; IKKα多克隆抗体及

生素的正常培养基重悬为2-8×105个/mL后, 接

HRP标记的二抗购自Santa Cruz公司; BCA蛋白

种至6孔培养板上, 待细胞生长至70%-80%汇合

浓度测定试剂盒购自碧云天生物技术公司; DNA

时进行转染. LipofectamineTM2000试剂和质粒比

由上海生工合成.

例为10 μL∶4 μg, 按照转染试剂说明书进行转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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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新盘点

针对IKKα基因设计合成的shRNA序列

起始位置

					

shRNA1 185-205 bp

shRNA序列

正义链5'CACCGTCTTGTCGCCTAGAGCTATTCAAGAGATAGCTCTAGGCGACAAGACTTTTTTG3'

		

反义链5'GATCCAAAAAAGTCTTGTCGCCTAGAGCTATCTCTTGAATAGCTCTAGGCGACAAGAC3'

shRNA2 1 110-1 130 bp

正义链5'CACCGAACTTCTTTCAGAGACAGTTCAAGAGACTGTCTCTGAAAGAAGTTCTTTTTTG3'

		

反义链5'GATCCAAAAAAGAACTTCTTTCAGAGACAGTCTCTTGAACTGTCTCTGAAAGAAGTTC3'

shRNA3 1 510-1 530 bp 正义链5'CACCGCATTCAGCTTGACTTGGATTCAAGAGATCCAAGTCAAGCTGAATGCTTTTTTG3'
		

1

2

反义链5'GATCCAAAAAAGCATTCAGCTTGACTTGGATCTCTTGAATCCAAGTCAAGCTGAATGC3'

3

M

4

5

6
10 kb

shRNA编码序列与设计的片段完全一致, 表明
载体构建成功(图2).

7 kb

2.3 重组质粒转染HUVECs 可见光显微镜(×100)

4 kb

下观察, 正常HUVECs贴壁生长, 呈铺路石状镶嵌

2 kb

排列, 细胞为梭形或扁平多角形.重组质粒转染入

1 kb

HUVECs 24 h后, 荧光显微镜(×100)下观察, 较多
细胞发出绿色荧光, 转染效率约为65%-70%(图3).

图 1 重组质粒酶切鉴定结果. M: DNA Marker; 1-3: 三
个重组质粒分别被Pst Ⅰ单酶切; 4-6: 三个重组质粒分别被
Bam HⅠ单酶切.

染, 6 h后换成高糖培养基(33 mmol/L). 转染24 h
时荧光显微镜下观察HUVECs绿色荧光的表达
情况, 观察质粒的转染效率. 实验分为空白对照
组(Control组)、高糖组(HG组)、空质粒转染组
(HG+Non-silencing shRNA组)和重组质粒转染
组(HG+RNAi 1, 2, 3组), 每组重复3次.
1.2.5 Western blot检测IKKα基因的蛋白表达: 转
染48 h后提取HUVECs总蛋白, BCA试剂盒检

2.4 shRNA对HUVECs中IKKα蛋白表达的影响
Western blot检测结果显示, 以β-actin为内参照,
IKKα在正常HUVECs中呈基础表达(图4). 高糖
培养48 h后, HUVECs中IKKα蛋白表达量上升,
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 <0.05); 而转入
了IKKα shRNA后用高糖培养基培养48 h, RNAi
1, 2, 3组HUVECs中IKKα蛋白表达较HG组和
Non-silencing shRNA组均显著性降低(P <0.01);
但HG组和Non-silencing shRNA组间相比无明
显差异, 说明转入IKKα shRNA后, 部分抑制了
IKKα基因的表达, 使IKKα蛋白在高糖诱导下转

测蛋白浓度. 上样量为20 μg, 经SDS-PAGE电泳

录生成减少. RNAi 1, 2, 3组与HG组比较IKKα表

后, PVDF膜印迹, 室温封闭2 h, 加入IKKα一抗

达抑制率分别为54.1%、46.7%、70.6%.

孵育过夜, 辣根过氧化物酶HRP标记的二抗孵
育2 h, ECL化学发光显色, X-光片显影、定影.
ImageTool图像分析软件测定各条带灰度值, 以
β-actin为内参照进行数据分析, 计算抑制率.
统计学处理 采用S P S S16.0统计分析软件

3 讨论
血管内皮胰岛素抵抗发生发展的机制一直是近
年来研究的热点, 目前大量的研究表明, NF-κB
信号转导通路的激活在血管内皮胰岛素抵抗的

对实验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实验数据

分子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5,6]. IKK复合体是NF-

比较采用t 检验, 所得数值均以mean±SD表示,

κ B信号转导途径中的关键激酶, 包括I K K α、

P <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IKKβ和IKKγ/NEMO, 可使IκB蛋白磷酸化, 从而
活化NF-κB, 调控多种基因的转录[7,8].
Yuan等[9]对小鼠IKKβ基因缺失和胰岛素抵

2.1 重组质粒酶切鉴定 pGPU6/GFP/Neo的Bam H

抗研究发现, 遗传性肥胖和高脂喂养的小鼠因

Ⅰ和Bbs Ⅰ酶切位点之间是Pst Ⅰ的酶切位点, 插

I K K β基因缺失杂合体而避免了胰岛素抵抗的

入目的基因干扰片段之后, Pst Ⅰ酶切位点被取

发生. 目前人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IKKβ与胰岛

代, 故不能被Pst Ⅰ所酶切, 但可被Bam HⅠ酶切

素抵抗的相关性, 而对于IKKα在胰岛素抵抗发

开, 条带在5 100 bp左右(图1).

病机制方面的研究较少. L i等 [10]在用肿瘤坏死

2.2 重组质粒测序鉴定 3个重组质粒测序鉴定

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刺激小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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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RNA
干扰技术, 通过
构建shRNA真
核表达载体, 下
调人脐静脉内皮
细胞系中IKKα
的表达, 并利用
Western blot方法
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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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构建并筛
选出的shRNA重
组质粒对IKKα基
因有明显沉默效
应, 为进一步研究
NF-κB信号转导
通路与血管内皮
胰岛素抵抗奠定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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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重组质粒测序结果. A: pGPU6/GFP/Neo-shRNA1; B: pGPU6/GFP/Neo-shRNA2; C: pGPU6/GFP/Neo-shRNA3.
A

A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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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Kα
β-actin
B

IKKα蛋白水
平/β-actin

■应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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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IKKα蛋白表达. aP <0.05 vs 对照
组, bP <0.01 vs HG组, 1: 对照组; 2: HG组; 3: Non-silencing
shRNA; 4: RNAi1; 5: RNAi2; 6: RNAi3.

有组蛋白H3激酶的特性, 在细胞因子的刺激下,
I K K α可进入细胞核使组蛋白H3磷酸化, 激活
NF-κB介导的基因表达. 因此, 研究IKKα介导的
NF-κB信号转导通路对于探讨血管内皮胰岛素

C

抵抗的分子机制有重要意义.
R N A i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基因
沉默技术, 是进行基因治疗有力可靠的研究工
具 [12,13]. 与传统的反义核酸技术和基因敲除技
术相比, RNAi技术具有快速、高效、便于操作
等优点, 被广泛应用到基因功能研究、基因表
达调控机制研究等热门领域[14,15]. 因此, 本实验

图 3 荧光显微镜观察重组质粒转染HUVECs(×100). A: 未
转染质粒细胞; B: 转染空质粒细胞; C: 转染重组质粒细胞.

采用RNAi技术, 利用GenBank检索IKKα基因
核苷酸序列, 根据siRNA设计原则, 使用Blast将
选定的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 最后选出三条片

鼠胚胎成纤维细胞研究中发现, IKKα与IKKβ及

段作为I K K α基因干扰片段, 然后将真核表达

IKKγ/NEMO一样对于NF-κB依赖性靶基因的

载体pGPU6/GFP/Neo与针对IKKα基因设计的

[11]

表达起着重要作用. Yamamoto等 发现IKKα具

shRNA相连接, 构建重组体. 在成功构建了重组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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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pGPU6/GFP/Neo-shRNA后, 通过脂质体转
染法导入HUVECs, 进行Western blot检测, 筛选
出了沉默效果最好的重组表达载体, 为进一步
研究IKKα介导血管内皮细胞胰岛素抵抗的机制

7
8
9

奠定了基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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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超声在食管癌术前TN分期中的诊断价值
钟 丽, 廖家智, 王 颖, 程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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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预后较差,
早期食管癌可行
内镜黏膜切除术
(EMR)或内镜黏
膜下剥离术(ESD)
避免盲目的手术
治疗; 进展期食管
癌因其他部位受
侵无法行根治切
除. 术前对食管癌
进行准确的TN分
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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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 M :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 in preoperative
TN staging of esophageal carcinoma.
METHODS: Thirty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rcinoma were subjected to preoperative TN
staging by EUS and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staging. The results for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TN staging were then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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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accuracy of T and N staging
by EUS was 76.7% (23/30) and 83.3% (25/30),
respectively. The coincidence rate between preoperative T staging by EUS and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staging of early esophageal carcinoma was up to 100%.
CONCLUSION: EUS has a high accuracy in pre-

operative TN staging of esophageal carcinoma,
especially early esophageal carcinoma, and may
therefore be used to guide clinical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Key Words: Esophageal carcinoma;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TN staging
Zhong L, Liao JZ, Wang Y, Cheng B. Diagnostic value of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in preoperative TN staging
of esophageal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258-2261

摘要
目的: 探讨内镜超声检查术(e n d o s c o p i c
ultrasonography, EUS)在食管癌术前TN分期中
的诊断价值.
方法: 对食管癌患者30例术前进行EUS检查
后进行T N分期,并与术后病理分期进行对照
研究.
结果: EUS检查食管癌T、N分期的准确率分
别为76.7%(23/30)、83.3%(25/30); 超声内镜
检查在早期食管癌的术前T分期与手术病理
分期符合率可达100%.
结论: EUS对食管癌术前T、N分期准确率较
高, 尤其对早期食管癌的术前分期具有极高的
准确性.
关键词: 食管癌; 内镜超声检查术; TN分期
钟丽, 廖家智, 王颖, 程斌. 超声内镜在食管癌术前TN分期中的
诊断价值.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 18(21): 2258-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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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食管癌是一预后较差的消化系恶性肿瘤. 我国
是世界上食管癌的高发地区, 就诊的食管癌患
者往往已为进展期, 术中才发现其他部位受侵
犯而无法进行根治性切除. 新近提出早期食
管癌可行内镜黏膜切除术(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EMR)或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ndoscopic
www.wjgnet.com

钟丽, 等. 超声内镜在食管癌术前TN分期中的诊断价值

				

submucosal dissection, ESD), 可避免盲目的手术

UICC(1997)食管癌分期标准[5]. 应用光学显微镜

治疗. 因此, 术前对食管癌作出较为准确的TN

对食管癌手术标本30份行H E染色后观察其形

分期至关重要. 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rized

态. 所有标本均经40 g/L中性甲醛溶液固定12 h

t o m o g r a p h y, C T)在评价纵隔内结构受侵及

以上, 常规石蜡包埋, 5 μm切片.

远处淋巴结转移的意义较大, 超声内镜检查
对食管癌T N分期有较大价值. 我们对30例食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以频数及百分率表
示, 采用统计描述的方法进行分析.

2259
■研发前沿

探讨超声内镜在
食管癌术前TN分
期中的诊断价值,
结合相关文献, 与
CT在食管癌术前
TN分期诊断价值
进行比较.

管癌患者术前行内镜超声检查术(e n d o s c o p i c
ultrasonography, EUS)TN分期, 与术后手术病理

2 结果

分期结果进行对照研究, 探讨EUS在食管癌术前

2.1 术前EUS检查T分期 病理T分期: T1期3例,

TN分期中的诊断价值.

T2期10例, T3期16例, T4期1例. EUS检查T分期
结果: T1期3例, T2期8例, T3期19例, T4期0例.

1 材料和方法

EUS判断为T1期的3例患者经病理证实均为T1

1.1 材料 收集我院2005-01/2008-12食管癌患者30

期, 诊断符合率为100%(3/3); EUS判断为T2期的

例, 男27例, 女3例, 中位年龄53.5(37-78)岁. 入选

8例患者经病理证实有6例为T2期, 2例存在过高

标准: 病理确诊为食管癌且有手术切除可能的患

分期(将其判断为T3期), 诊断符合率为75%(6/8);

者; 术前均行EUS检查并TN分期; 无严重的心、

EUS判断为T3期的19例患者经病理证实为T3期

肝、肺、肾等重要脏器疾病. 剔除标准: 术前发

的有14例, 4例存在过高分期(病理证实为T2期)

现有远处转移或经评估不能行手术者; 拒绝手术

和1例过低分期(病理证实为T3), 诊断符合率为

者; 各种原因致临床资料不全、无法进行统计

73.7%(14/19), 总准确率为76.7%(23/30, 表1).

分析者. 病变位于食管上段的有3例, 食管中段14

2.2 术前E U S检查N分期结果 病理N分期: N0

例, 食管下段13例; 行根治性手术29例, 探查手术

期14例, N1期16例. EUS检查N分期结果: N0期

1例. 病理结果: 鳞癌27例, 腺癌2例, 腺鳞癌1例.

17例, N1期13例. EUS判断为N0期的17例患者

1.2 方法
1.2.1 EUS: 采用Olympus GF-UM2000型超声内
镜诊断仪或UM-2R、UM-3R微探头, EUS探头
频率为5.0、7.5、12.0和20 MHz可调. 食管病灶
采用微探头接触法加注水法显示. 全部病例均
行多倍放大图像比较观察, 并分别用2种以上频

经病理证实有13例为N0期, 4例过高分期(判断
为N1期), 诊断符合率为76.5%(13/17); EUS判
断为N1期的13例患者经病理证实有12例为N1
期, 1例过低分期(判断为N0期), 诊断符合率为
92.3%(12/13), 总准确率为83.3%(25/30, 表2).

率对照显示, 取最大切面测量病灶直径, 由3位

3 讨论

具有3年以上操作经验的EUS专家完成.

食管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 当患者有自觉症

1.2.2 EUS声像图特征对食管癌的判定: 术前对

状就诊时, 往往已为中晚期. 食管无浆膜层包

30例食管癌患者进行EUS检查, 仔细观察肿瘤的

裹, 肿瘤极易直接侵及相邻结构, 如气管、支

层次、大小、形态、内部回声、区域淋巴结、

气管、主动脉、心包等. 食管癌的治疗仍以手

与邻近结构的关系. 正常食管管壁在E U S下显

术为主, 术中发现其他部位受侵犯则无法进行

示有五层, 高低回声相间隔, 层次清晰. 肿瘤多

根治性切除; 新近提出早期食管癌可行EMR或

表现为黏膜层不规则低回声, 多伴有食管壁层

ESD, 可避免盲目的手术治疗, 减轻患者的痛苦,

次结构的破坏. 按浸润深度可分为: T1期, 侵及

因此, 术前对食管癌作出较为准确的TN分期食

黏膜层和黏膜下层, 固有肌层完整无增厚; T2期,

管癌的治疗至关重要.

侵及固有肌层, 不规则增厚, 浆膜层完整; T3期,

在30例食管癌患者中, 有23例做出了准确

固有肌层突破, 浆膜层向外突出、断裂、不规

的T分期, 准确率为76.7%(23/30); 有25例做出了

则; T4期, 侵及邻近脏器组织, 与其分界不清

[1-3]

.

准确的N分期, 准确率为83.3%(25/30). 与术后病

淋巴结大小超过10 mm, 呈圆形或类圆形, 短、

理有较高的一致性, 提示EUS在准确判断食管癌

长径比>1/2, 内部回声均匀或不均匀的低回声或

TN分期上有较高的价值.

是与原发肿瘤相同的回声, 判断为淋巴结转移.
[1-4]

如有一个淋巴结符合转移标准, 则为N1

.

1.2.3 手术病理分期: 肿瘤T N M分期参照
www.wjgnet.com

正常食管管壁在EUS下显示有5层, 高低回
声相间隔, 层次清晰. 肿瘤则多表现为不规则均
质低回声且有食管壁层次结构的破坏紊乱. 传

■相关报道

CT可知食管癌的
肿瘤厚度及外侵
情况, 评价纵膈内
结构受侵及远处
淋巴结转移意义
较大, 但不能反映
浸润的层次及发
现早期病变; EUS
可清楚的显示管
壁层次结构的变
化及肿瘤浸润的
层次进而行准确
的术前T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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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T分期的诊断
准确率高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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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S与手术病理对食管癌T分期结果对照 (n = 30)

表 1

EUS T分期 n

病理T分期 (n )
T1

T2

T3

T4

表 2

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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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S与手术病理对食管癌N分期结果对照 (n = 30)

EUS N分期

n

病理N分期 (n )
N0

N1

符合率(%)

T1

3

3

0

0

0

100.0

N0

17

13

4

T2

8

0

6

2

0

75.0

N1

13

1

12

76.5
92.3

T3

19

0

4

14

1

73.7

合计

30

14

16

83.3

合计

30

3

10

16

1

76.7

巴结, 但因为只根据淋巴结直径大小一个指标
统的检查方法如X线、普通内镜只能显示病变

判断是否有淋巴结转移的准确率较低. E U S可

并进行定性诊断, 但无法评估浸润深度及外侵

准确探查出直径>3 mm的淋巴结, 且有淋巴结

情况. 虽然CT可检查食管癌的肿瘤厚度及外侵

直径、边界、形态、内部回声、回声性质等多

情况, 但是不能反映浸润深度[6], 且难以发现早

个影像学指标, 诊断准确率较高, 文献报道N分

期病变. 而E U S可清楚的显示管壁层次结构的

期准确率为50%-90% [12], 对区域淋巴结探查有

变化、肿瘤浸润深度及与邻近脏器的关系, 进

一定的优势, 可准确、客观描述纵膈食管旁、

行准确的T分期. E U S在T1分期判断准确率为

肺门、肺下韧带旁、贲门旁等淋巴结肿大的情

100%, T2、T3分期的准确率为75%、73.7%, 随

况, 对术中指导淋巴结清扫有重要提示作用[10];

着肿瘤侵犯层次的加深判断准确性有下降的趋

而对于远处转移的淋巴结超声内镜却无能为力.

势, 提示EUS在早期食管癌的分期诊断中价值较

本组病例研究的N分期准确率为83.3%, 区域淋

高. 早期食管癌是指癌组织浸润局限于黏膜下

巴结转移判断准确率为75%(12/16), 其中存在5

[7]

层以内, 包括原位癌、黏膜内癌和黏膜下癌 ,

例分期不准确, N0分期有1例存在过高分期, N1

根据T分期标准, 侵及1、2、3层, 4层完整无增

分期有4例存在过低分期. 过高分期的原因可能

厚的是T1期. 在大量实际的研究中, 虽然EUS的

是癌旁组织炎性细胞浸润, 相应部位淋巴结反

准确率没有如此的高, 但有相当的文献报道EUS

应性增生, 而误以为转移的淋巴结; 过低分期的

对早期食管癌的诊断准确率较高[8], 高频超声探

可能原因是虽然镜身可通过, 但食管癌的淋巴

头将图像放大, 可清楚的显示病灶的浸润深度,

结转移具有跳跃性, 即使在此段没有探扫到肿

[9]

对微小病灶的发现有很大意义 . 对早期食管癌

大的淋巴结, 有可能已经转移到别的部位的淋

(I、Ⅱa)可直接手术根治; 局部晚期食管癌(Ⅱ

巴结了. EUS探测到的增大淋巴结不一定是肿瘤

b、Ⅲ)术前联合新辅助治疗; 晚期食管癌(Ⅳ)仅

性的, 而小的淋巴结可能已经发生了肿瘤转移.

行姑息手术. 术前若不明确肿瘤具体分期及外

文献报道具备手术条件的病例淋巴结转移率高

侵程度, 可能造成手术规模被迫扩大、失血过

达70%[13], 是一独立危险因素, 与预后相关性高

多、术后效果差, 容易出现呼吸循环不稳定, 吻

于原发灶的浸润程度.

合口瘘, 长期迁延不愈等症. EUS可用于胸段食

本次研究病例较少, 根据病例排除标准若

管癌术前确定手术方案, 可用于颈段食管癌、

要将没有行CT检查的病例排除在外, 其中有约

[10]

贲门癌术前常规筛查 .

■应用要点

EUS对早期食管
癌的术前分期有
独特的诊断价值,
对早期进行食管
癌筛查、临床治
疗时机及手术方
式的选择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10例没有行CT检查使有效病例数更加减少, 故

分期的准确与否与图像是否清晰、完整的

未做超声内镜与CT术前评价食管癌的比较. 有

显示及操作者主观判断、水囊是否压迫瘤体使

文献报道, EUS对食管癌术前T、N分期诊断价

食管壁层次变形有关. 本组病例EUS检查诊断分

值优于CT [14,15], 尤其是对于局限于食管壁内的

期7例不准确, T2分期有4例存在过高分期, T3、

食管癌病灶; 亦有文献报道CT在评价纵膈内结

T4分期分别存在2例和1例过低分期. 分期过度

构受侵及远处淋巴结转移的意义较大[6], 而EUS

的原因可能是食管癌组织溃疡较深, 将其引起

在食管癌的T分期上有独特的优势, 故而联合超

的炎症反应或是癌旁组织纤维化的低回声误认

声内镜和CT检查可提高食管癌术前分期的准确

为是肿瘤浸润; 分期过浅的原因可能是深层肿

性[16,17], 可清楚地显示出纵隔内的大血管等结构,

瘤的微小浸润灶在EUS下不能被发现[11].

进行综合的评估.

传统的X线、普通内镜无法诊断淋巴结转

总之, EUS对食管癌术前TN分期准确率较

移, CT检查可扫描出最大直径>10 mm的肿大淋

高, 尤其在对早期食管癌的术前分期上有其独
www.wjgnet.com

钟丽, 等. 超声内镜在食管癌术前TN分期中的诊断价值

特的诊断价值, 对临床治疗时机及手术方式的
选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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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题实用, 有
较好的临床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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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早期胃癌中胃液固有荧光的诊断价值
张月宁, 金新莲, 孟灵梅, 耿秋明, 彭佳柔, 周丽雅, 林三仁

■背景资料

胃癌是常见的恶
性肿瘤, 但目前尚
缺乏有效的实验
室诊断手段. 近年
来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消化中心对
胃液荧光光谱在
胃癌诊断中的应
用进行了一系列
研究, 显示该方法
诊断胃癌具有较
高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 但对于早期
胃癌的诊断仍不
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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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gastric
juice autofluorescence detected by high-liquid
performance chromatography in early gastric
cancer.
■同行评议者

程斌, 教授, 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消化内科

METHODS: Gastric juice was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gastric diseases undergoing
gastroscopy at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04
to March 2008. Autofluorescence of gastric juice
was detected by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

matography, and different fluorescence peak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An obvious autofluorescence peak at
a retention time of 30-32 min could be detected,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early
gastric cancer and gastric benign diseases (P <
0.001). At a critical fluorescence intensity value
of 0.12 V,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detection of gastric juice autofluorescence by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for the
diagnosis of early gastric carcinoma were 91.2%
and 87.8%,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Detection of gastric juice autofluorescence by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as a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the diagnosis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Key Words: Gastric carcinoma; Gastric juice;
Autofluorescence;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Zhang YN, Jin XL, Meng LM, Geng QM, Peng JR,
Zhou LY, Lin SR. Diagnostic value of gastric juice
autofluorescence detected by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in early gastric cancer.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262-2265

摘要
目的: 研究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早期胃癌中
胃液固有荧光光谱的诊断价值.
方法: 选择2004-08/2008-03在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胃镜检查患者的胃液, 采用Mono Q离子
交换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检测胃液固有荧
光, 比较早期胃癌与胃良性疾病间的荧光峰差
异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胃液在Mono Q离子交换高效液相色谱
条件下于保留时间30-32 m i n之间规律出现
一个强度最大的荧光峰, 早期胃癌组均值明
显高于胃良性病变组(P <0.001). 以荧光强度
0.12 V为判别界值, 诊断早期胃癌的敏感度是
91.2%、特异度是87.8 %.
结论: 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胃液固有荧光用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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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诊断早期胃癌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然后逐渐提高B buffer(洗脱缓冲液: 20 mmol/L pH
8.0 Tris-HCl+1 mol/L NaCl)浓度进行洗脱, 40 min

关键词: 胃癌; 胃液; 固有荧光; 高效液相色谱
张月宁, 金新莲, 孟灵梅, 耿秋明, 彭佳柔, 周丽雅, 林三仁. 高效

时B buffer浓度达50%(即0.5 mol/L NaCl), 随后
5min内迅速将B buffer浓度升至100%(即1 mol/L

液相色谱法检测胃液固有荧光诊断早期胃癌的价值. 世界华人

NaCl), 继续洗脱5 min, 之后5 min内将B buffer浓

消化杂志 2010; 18(21): 2262-2265

度降至0%, 最后A buffer冲洗5 min完成一个梯度.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8/2262.asp

梯度过程中, 应用Spectrasystem F13000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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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恶性肿瘤的早期
诊断是相关领域
科学工作者孜孜
不倦的追求目标.
将高效液相色谱
法引入到肿瘤的
诊断中在近年来
日益引起人们的
兴趣.

光检测器和Wa t e r s 490E紫外检测器分别检测
0 引言

样品通过时的荧光及紫外光强度. 荧光检测器

胃癌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常见的恶性肿瘤, 早期

的参数设置为: 激发光波长288 nm, 发射光波长

诊断是改善其预后的关键因素之一 [1,2] . 1995

348 n m. 紫外检测器的参数设置为: 紫外波长

年以来,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疾病研究中

288 nm. 以上实验均重复3次.

心对胃液荧光光谱在胃癌诊断中的应用进行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分

了一系列临床及人群前瞻性双盲研究, 结果显

析. 均数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数据以mean±

示该方法诊断胃癌的敏感性为81.5%, 特异性
为71.7%

[3-11]

, 但对于早期胃癌的诊断仍不十

分理想. 本研究中, 我们采用阴离子交换高效
液相色谱法(Mono Q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Mono Q HPLC)检测胃液固有荧
光, 评价其诊断早期胃癌的价值, 以期进一步提

SD表示. P <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临床病理资料 共收集病例75例, 年龄
23-69(平均33.8±13.6)岁, 男41例、女34例. 早
期胃癌36例, 男27例、女9例, 男女比3∶1; 年龄

高诊断效率.

31-49(平均35.9±11.7)岁. 对照组39例, 包括胃

1 材料和方法

中27例有不同程度的不典型增生. 均经病理切

1.1 材料 选择2004-08/2008-03在北京大学第三医

片确诊(早期胃癌定义为癌组织浸润仅限于黏膜

院进行胃镜检查的患者, 收集胃液(患者均知情

层及黏膜下层者, 无论其面积大小和是否有局

同意). 被检者禁食12 h后进行常规胃镜检查, 麻

部淋巴结转移).

溃疡14例, 萎缩性胃炎19例, 浅表性胃炎6例; 其

醉采用咽喉部喷洒利多卡因, 检查中不使用消泡

2.2 Mono Q HPLC胃液固有荧光的一般表现 胃

剂等. 经胃镜吸取胃液10 mL(存在出血及胆汁反

液在Mono Q HPLC条件下表现为锯齿状的荧光

流者除外), 以3 000 r/min×5 min离心加过滤(离

峰群, 位于保留时间20-35 min, 其中在30-32 min

心式微孔滤膜过滤器: 水系, Φ6.8 mm, 孔径0.45

处规律出现一个强度最大的荧光峰(图1), 本实

µm, 天津色谱科学技术公司), 于-80℃冰箱保存

验中我们即将此主峰作为研究对象(定义为PFI).

备用.

2.3 胃良恶性病变荧光峰值的比较 各种胃疾病

1.2 方法 取前述上清液2 mL, 以1 mol/L Tris-

患者Mono Q HPLC胃液荧光峰值的比较结果见

HCl(pH10.4)调整pH至8.0, 超纯水、4 ℃、搅拌

表1.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 胃癌组PFI均值明显

透析过夜(低分子量透析袋: Pharmacia, Sweden).

高于胃良性病变组(P <0.001), 胃良性病变组之

然后-80 ℃冷冻2 h, -50 ℃条件下真空干燥, 20

间PFI 均值差异无显著性(P >0.05).

mmol/L Tris-HCl(pH 8.0)200 µL溶解上述样

2.4 Mono Q HPLC胃液固有荧光诊断早期胃癌

品, 10 000 r/min、4 ℃离心15 min, 取上清液上

的界值 应用SPSS11.5软件, 将不同PFI诊断早期

机检测(阴离子交换色谱柱: Mono Q 5/50 GL,

胃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制作受试者工作特征曲

GE Healthcare, USA. Thermo-quest色谱工作站:

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结果显

Waters 510泵, USA; Rheodyne 7125进样阀, USA;

示(表2), PFI 0.12 V为最佳临界点, 以此作为判别

TSP Spectrasystem F13000荧光检测器, USA;

界值, 诊断早期胃癌的敏感度是91.2%(31/34)、

Waters 490E 紫外检测器, USA).

特异度87.8%(36/41)、准确度89.3%(36+31/75).

本实验采用梯度洗脱法, 一个梯度洗脱时间
为1 h, 流速为1 mL/min. 梯度条件如下: A buffer(平

3 讨论

衡缓冲液: 20 mmol/L pH 8.0 Tris-HCl)冲洗5 min,

荧光是物质的一种光致发光现象, 荧光光谱对

www.wjgnet.com

■相关报道

郭慧兰等采用高
效液相色谱分析
法,检测了251例
各种胃良、恶性
病变患者(其中
进展期胃癌39
例, 重度异型增
生1例) 的胃液荧
光, 发现其用于
诊断进展期胃癌
先验概率的敏感
度为92.5%, 特异
度为92.4%; 后验
概率的敏感度为
85.0%, 特异度为
8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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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ono Q
HPLC胃液固有荧
光. A: 胃良性病
变; B: 早期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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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胃液
经Mono Q HPLC
分离后, 胃良恶性
疾病间的荧光峰
差异增大. 在保留
时间30-32 min处
有一个强度最大
的荧光峰, 胃癌组
该荧光峰的均值
明显高于胃良性
病变组(P <0.001).
建立ROC曲线, 取
0.12 V为界值, 诊
断胃癌的敏感度
为91.2%、特异度
为87.8%, 准确度
可达89.3%, 显示
高效液相色谱分
析法对早期胃癌
具有较高的诊断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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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ono Q HPLC胃液荧光光谱峰值(PFI)的比较

表 2

Mono Q HPLC胃液固有荧光诊断结果 (n )

疾病

n

慢性浅表性胃炎

6		

0.05±0.01

		

慢性萎缩性胃炎

19		

0.09±0.04

良性(PFI<0.12 V)

36		

3

39

胃溃疡		

14		

0.07±0.03

恶性(PFI≥0.12 V)

5

31

36

早期胃癌(GC)

36		

0.21±0.08a

合计		

41		

34

75

PFI(V)

			

病理诊断		
良性病变

恶性病变

合计

a

P <0.05 vs 各对照组.

应物质的能级结构. 利用分子荧光作为信息载
体进行物质分析和检测的研究方法称为荧光分
析法(荧光诊断法). 20世纪初, 人们已经发现人
体正常组织和恶性肿瘤组织的荧光光谱存在很
大差异, 此后生物组织固有荧光在肿瘤诊断中
的应用价值逐渐受到重视[3-15].
胃液各种成分的改变可直接反映胃癌患者
胃内环境的变化, 因此检测胃液荧光光谱, 有可
能获得胃癌患者胃液中组织细胞代谢产物分子
结构和含量变化的信息. 1995年以来, 北京大学

肿瘤特征性的变化, 作为肿瘤标志物[16-19].
由于胃液中产生荧光的物质成分相当复杂,
利用高效液相的分离功能及其连接的检测器的
检测功能, 就有可能将胃液中各种荧光物质分
离开来, 避免胃液中各种物质的相互干扰, 分别
显示每一种物质的含量及荧光特性, 并进一步
评估其对胃癌的诊断价值. 本课题组中郭慧兰
等 [3] 最早采用C18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
251例各种胃良、恶性病变患者的胃液固有荧
光, 结果表明其诊断胃癌的敏感度为92.5%, 特
异度92.4%, 显示胃液高效液相荧光检测可明显

胃癌诊断中的应用进行了一系列临床及人群前

提高诊断效率. 本试验中, 胃液经Mono Q HPLC

感性为81.5%, 特异性为71.7%[3-11], 但对于早期
高效液相色谱分
析方法(HPLC):
是20世纪70年代
迅速发展起来的
一种物理化学分
离分析技术, 具
有分离分析效能
高、速度快、检
测灵敏度高等特
点, 是目前各种色
谱模式中应用最
广、国际分析化
学界发展最快的
一个领域.

来分析核酸代谢产物的性质及含量, 从而找到

第三医院消化疾病研究中心对胃液荧光光谱在
瞻性双盲研究, 结果显示该方法诊断胃癌的敏
■名词解释

法. 近年来许多学者尝试用高效液相紫外光谱

胃癌的诊断仍不十分理想.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方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是20世纪70年代迅

分离后, 胃良恶性疾病间的荧光峰差异增大. 在
保留时间30-32 min处有一个强度最大的荧光峰,
胃癌组该荧光峰的均值明显高于胃良性病变组
(P <0.001). 建立ROC曲线, 取0.12 V为界值, 诊断
胃癌的敏感度为91.2%、特异度为87.8%, 准确

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物理化学分离分析技术, 具

度可达89.3%, 显示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法对早期

有分离分析效能高、速度快、检测灵敏度高等

胃癌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特点, 是目前各种色谱模式中应用最广、国际

目前, 胃液固有荧光光谱中肿瘤“特征

分析化学界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 液相色谱-质

峰”的组织基础及生化来源仍未能明确, 特征

谱联用技术, 使得液相色谱的高分析能力和质

峰的出现究竟是表征疾病的前期症状, 还是由

谱高鉴定能力相结合, 对复杂样品体系, 特别是

疾病最终结果所导致, 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揭示

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有效方

荧光光谱形成的机制, 从分子水平上阐明病变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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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本质是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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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间质瘤67例
夏泽锋, 陈少飞, 陶凯雄, 蔡开琳, 帅晓明, 韩高雄, 王继亮, 杜寒松, 郑威强, 王国斌

■背景资料

胃肠道间质瘤是
最为常见的胃肠
道间叶组织来源
的肿瘤, 其表现
多样, 术前诊断困
难. CD117分子是
胃肠道间质瘤相
对特异性的分子
标记. 酪氨酸激酶
抑制剂-甲磺酸伊
马替尼的应用使
间质瘤的治疗进
入了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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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nd prognostic factors for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
■同行评议者

万军, 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总医院南
楼老年消化科; 陈
钟, 主任医师, 南
通大学附属医院
普外科

METHODS: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data for 67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tumors treated
between January 2002 and October 2008 at our
hospital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ll these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surgery. Kaplan-Meier
survival analysis and Cox regression model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GIST.
RESULTS: Of all the 67 cases, 31 tumors were
located in the stomach, 23 in the small intestine,
7 in the rectum, and 6 were out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The positive rates of CD117 and
CD34 expression were 97.0% and 85.1%, respectively. The 1-, 3- and 5-year survival rates in
53 patients undergoing follow-up were 96.2%,
81.1% and 70.5%, respectively. Un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risk classification of GIST
published by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
in 2008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survival rate in
GIST patients. In the high-risk group, adjuvant
imatinib mesylate therapy after surgery improved the prognosis significantly. Multivariate
analysis using Cox hazard proportional model
revealed that the risk classific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imatinib mesylate could affect the
prognosis of GIST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NIH risk classification for
GIST and imatnib mesylate treatment are related
to the survival rate of GIST patients. Surgical resection is still the main therapy for GIST though
targeted therapy will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future. As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mainly occurs in the high-risk group, these GIST
patients will get more benefit from adjuvant
Gleevec treatment.
Key Words: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Clinicopathology; Prognosis; Imatinib mesylate
Xia ZF, Chen SF, Tao KX, Cai KL, Shuai XM, Han GX,
Wang JL, Du HS, Zheng WQ, Wang GB.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an analysis of 67 cas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266-2270

摘要
目的: 探讨胃肠道间质瘤(g a s t r o i n t e s t i n a l
stromal tumors, GIST)的临床诊断、治疗方式
及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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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协和医院普外科2002-01/2008-10收治的
GIST患者67例的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 采用
Kaplan-meier法比较不同因素对生存率的影
响, 并用Cox多因素回归分析评价其预后.
结果: 间质瘤67例, 位于胃31例、小肠23例、
直肠7例、胃肠道外6例.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CD117分子阳性率为97.0%, CD34分子阳性率
为85.1%. 所有随访患者53例其1年、3年、5年
生存率分别为96.2%、81.1%、70.5%. 单因素分
析显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2008年关于GIST的危险度分级与生
存率有密切关系(P <0.05). 高风险组中甲磺酸伊
马替尼辅助治疗者较单纯手术治疗者疗效显著
提高(P <0.05). 多因素分析显示危险分级和甲磺
酸伊马替尼治疗是影响预后的因素.
结论: GIST的NIH危险度分级和甲磺酸伊马替
尼辅助治疗与患者术后生存率密切相关. 肿瘤
手术后复发主要发生于高风险组, 高风险组患
者给予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可获得更大收益.
关键词: 胃肠道间质瘤; 临床病理; 预后; 甲磺酸伊
马替尼

分析, 旨在总结GIST的诊治经验, 探讨预后因
素, 以期提高GIST的诊治水平, 为术后有选择
地采用适当综合治疗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67例GIST患者均经为初治, 原发并经
手术治疗, 术后病理检查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确诊. 其中男32例, 女35例, 男女性别比为1∶1.1.
年龄28-76(平均年龄51.9±12.1)岁, 中位年龄53
岁. 67例GIST原发部位分别为: 胃31例(46.3%),
小肠23例(34.3%), 结直肠7例(10.4%), 胃肠道外

■研发前沿

胃肠道间质瘤的
生物学行为很难
判定, 术后复发率
极高. 虽然甲磺酸
伊马替尼在间质
瘤的治疗中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 但
随之出现的原发
和继发性耐药及
其可能的机制都
是目前亟待解决
的问题. 新型的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
的研发也是当务
之急.

(网膜, 肠系膜)6例(9.0%). GIST患者首发症状为
消化道出血者31例(46.3%), 依其病灶部位不同
分别表现为呕血、黑便、血便或仅为单纯性贫
血. 以腹部包块为主要表现者15例(22.4%), 腹
痛6例(9.0%), 出现腹胀、停止排便排气等肠梗
阻症状6例(9.0%), 尿频尿急1例(1.4%), 食欲不
振、乏力、呃逆等非特异性症状3例(4.5%), 另
有4例无特殊症状在体检时偶然发现, 2例在其
他手术术中意外发现.
1.2 方法
1.2.1 影像学检查: 除2例在其他手术中意外发

夏泽锋, 陈少飞, 陶凯雄, 蔡开琳, 帅晓明, 韩高雄, 王继亮, 杜

现、1例经剖腹探查明确病灶部位外, 其余GIST

寒松, 郑威强, 王国斌. 胃肠道间质瘤67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患者术前主要采用腹部B超、CT、电子胃镜、

2010; 18(21): 2266-2270

超声内镜、胶囊内镜、MRI、结肠镜、钡剂灌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8/2266.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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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等检查方法等明确肿瘤
原发部位.

0 引言

1.2.2 治疗: 本组所有67例G I S T均实施手术治

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疗, 其中64例完全切除, 3例行姑息性切除. 31例

G I S T)是最为常见的胃肠道间叶组织来源的

胃部病变中, 11例行胃局部楔形切除术, 2例行

[1]

肿瘤, 年发病率约为1/10万-2/10万 , 其概念
[2]

肿瘤剥除术, 7例行胃大部切除术, 2例行全胃切

由Mazur和Clark于1983年首次提出 . 近十余

除术, 联合脏器切除术9例. 发生于小肠的23例

年来, 随着临床病理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

GIST中, 3例行单纯肿瘤切除术, 14例行肠段切

[3]

展, 对G I S T的认识也更加深入 . 以甲磺酸伊

除、端端吻合术, 5例行联合脏器切除, 1例因肿

马替尼(又称格列卫)为代表的分子靶向药物的

瘤广泛腹腔内转移仅行姑息性手术. 7例直肠

应用, 标志着G I S T的治疗已经进入了外科手

GIST均行Miles术. 胃肠道外GIST共6例, 3例行

术和分子靶向药物相结合的时代 [4,5] . 但G I S T

肿瘤切除术, 1例联合左半结肠切除, 1例因肿瘤

症状隐匿, 难以早期诊断及治疗, 手术后易复

包绕肠系膜血管根部, 大量腹水, 无法完整切除,

发、转移, 预后因素尚未完全明确等问题仍困

行肿瘤活检术, 1例因广泛转移行姑息性手术.

[6]

扰临床 . 甲磺酸伊马替尼等分子靶向药物由

1.2.3 肿瘤生物学行为判断标准: GIST生物学行

于诸多条件的限制, 尚未得到广泛应用, 如何

为的评价主要参考2008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使患者能从术后辅助化疗中得到最大收益也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提出的针对原

成为临床关注的焦点.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华中

发可切除GIST的危险度分级(表1). 与Fletcher标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普通外科

准[7]不同, 新的分级增加了肿瘤原发部位和肿瘤

2002-01/2008-10收治的67例资料较为完整的

破裂作为评价预后的指标.

GIST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 结合随访结果进行

1.2.4 随访: 采用病史索引的方法了解患者的诊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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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NIH对原发可切除GIST的危险度分级

肿瘤原发
部位

肿瘤大小
(cm)

核分裂象

分级

(个/50HPF)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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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危险度分级肿瘤复发、转移情况

肿瘤复发、转移

项目

阳性

总计
阴性		

任何部位

<2.0

≤5

极低度风险

任何部位

2.1-5.0

≤5

低度风险

极低度风险

0

3

3

胃

2.1-5.0

>5

中度风险

低度风险

1

13

14

任何部位

<5.0

6-10

中度风险

中度风险

1

5

7

胃

5.1-10.0

≤5

中度风险

高度风险

13

17

29

肿瘤破裂

任何大小

任何计数

高度风险

任何部位

>10

任何计数

高度风险

任何部位

任何大小

>10

高度风险

任何部位

>5.0

>5

高度风险

非胃来源

2.1-5.0

>5

高度风险

非胃来源

5.1-10.0

≤5

高度风险

NIH分级				

表 3

P值
0.016

患者生存率单因素分析结果

		
年龄		

2
χ值

自由度

0.403

1

0.526

性别		

0.180

1

0.672

疗情况, 所有病例均通过电话进行随访, 末次随

NIH危险度分级

8.966

3

0.030

访时间为2010-01-04, 随访内容包括患者生存、

肿瘤坏死		

0.782

1

0.377

CD117		

0.154

1

0.695

CD34		

1.212

1

0.271

腹腔镜手术

0.207

1

0.649

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 1.667

1

0.097

肿瘤复发情况, 甲磺酸伊马替尼辅助治疗情况
及不良反应等. 生存时间定义为手术治疗之日
至末次随访或死亡之间所经历的时间.

P值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17.0软件对资料进行
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取χ2检验, 单因
素生存分析应用Kaplan-merie法(Log-rank检验),

有显著性差异(表2).

多因素分析应用Cox回归分析, P <0.05为具有统

2.4 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情况 12例患者在手术完

计学意义.

整切除肿瘤后行甲磺酸伊马替尼辅助治疗, 治疗
时间6-60 mo, 中位治疗时间为22 mo, 随访时间

2 结果

28-96 mo, 中位随访时间为57 mo. 12位患者属于

2.1 病理学结果 67例GIST直径1.2-30.0 cm, 平均

低度风险1例, 中度风险2例, 高度风险9例. 2例死

8.8 cm±6.2 cm. 显微镜下观察肿瘤主要由梭形

亡, 均属于高度风险组, 其余均存活. 各风险组中

细胞或上皮样细胞组成, 部分呈混合型. 部分体

甲磺酸伊马替尼辅助治疗对肿瘤复发率及患者

积较大的肿瘤含有出血、坏死、囊性变. 免疫组

死亡率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所有患者甲磺酸伊

织化学染色显示, CD117阳性率为97.0%(65/67);

马替尼剂量均为400 mg/d, 常见的不良反应有血

C D34阳性率为85.1%(57/67); S M A阳性率为

细胞减少、恶性呕吐等消化道反应等, 均可耐受.

33.8%(22/65); S-100阳性率为6.2%(4/64). 所有清

2.5 生存分析 所有随访的53例患者中, 14例死亡,

扫的淋巴结均未发现肿瘤转移.

1、3、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6.2%、81.1%、

2.2 随访 67例GIST患者中, 1例患者围手术期死

70.5%, 总体生存曲线见图1. 单因素分析比较年

亡, 13例失访, 53例获得随访, 随访率80.3%. 随

龄、性别、NIH危险度分级、肿瘤坏死、CD117

访时间8-96 mo, 平均47.4 mo. 64例肿瘤完全切

分子、CD34分子、腹腔镜手术方式、术后甲磺

除的患者, 按照NIH对于原发可切除GIST分级,

酸伊马替尼辅助治疗等对生存率的影响, 显示肿

属于极低度风险4例, 低度风险16例, 中度风险

瘤的危险度分级分级对生存率的影响具有统计

12例, 高度风险32例.

学意义(表3), 其生存曲线见图2. 危险度分级中属

2.3 肿瘤复发、转移情况 获得随访的53例GIST,

于高度风险的病例, 甲磺酸伊马替尼辅助治疗者

手术均完整切除肿瘤, 15例手术治疗后出现复

与未辅助治疗者之间生存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发、转移, 时间为手术后4-36 mo, 转移的部位

意义(P <0.05).

涉及肝、腹腔、盆腔. 15例出现复发、转移的

将上述各因素进行Cox回归分析, 分析结果

GIST中: 属于低度风险组1例, 中度风险1例, 高

显示NIH的危险度分级、甲磺酸伊马替尼辅助

度风险13例. 不同危险度分级之间肿瘤复发率

治疗是影响GIST预后的重要因素(表4).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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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生存率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自由度

P值

风险比(HR)

HR95%可信区间

1.394		

1

0.003

4.030

1.602-10.136

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 -2.050		

1

0.023

0.129

0.022-0.753

变量

偏回归系数

危险度分级

80

80

低度风险

60

中度风险

60
40
20
0

图 1

累计生存率(%)

100

累计生存率(%)

100

0

20

40

t /mo

60

80

总体生存曲线.

图 2

3 讨论

高度风险

40
20
0

100

极低度风险

0

20

40

t /mo

60

80

100

不同危险分级生存曲线比较.

病理学检查, 尤其是免疫组织化学检查, 在

GIST症状隐匿, 可发生于整个胃肠道, 本组胃

GIST诊断和鉴别诊断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GIST占46.3%, 小肠GIST占34.3%, 直肠和胃肠道

CD117已成为GIST特征性标记[10], 本组患者中

外GIST占10.4%和9.0%, 与文献报道相似[8]. GIST

CD117阳性率为97.0%, GIST的另一标记CD34

临床表现多样, 主要取决于肿瘤的大小和所在部

分子的阳性率达85.1%. 目前大多数GIST仍主要

位. 消化道出血、腹痛不适、腹部包块是最常见

依靠这两项指标的阳性结果得到诊断.

的症状, 此外部分患者可有肠梗阻、进食哽咽、

G I S T的预后因素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消瘦、乏力等非特异性表现. GIST临床表现的多

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GIST的危险度分

样性, 给早期诊断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本组患者肿

级为影响预后的因素; 多因素回归分析中, 危险

瘤平均大小为8.8 cm, 大于国外报道的5-8 cm, 可

度分级、甲磺酸伊马替尼辅助治疗对生存率有

能是患者发现、就诊不及时, 影响肿瘤进展有关.

影响. NIH的危险度分级以肿瘤的大小和核分裂

GIST常见的临床表现多样且不典型, 使影

象计数为基础, 兼顾了肿瘤的原发部位和是否

像学检查在GIST诊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对

破裂等因素, 在评估GIST生物学行为上具有重

于不同部位的GIST, 各种检查方法的敏感性不

要作用, 随着危险度升高, 患者的生存率显著下

同. 本研究中胃GIST主要依赖于B超、胃镜、超

降. 多因素分析中危险度分级风险比高达4.030,

声胃镜、钡餐等诊断, 尤其是超声胃镜, 对黏膜

即分级每增高一级, 死亡风险是原来的4.030倍.

下病变的诊断有独特的优势, 14例患者接受超

本研究中术后出现肿瘤复发、转移15例, 13例

声胃镜检查, 其中8例术前明确GIST诊断, 确诊

属于高风险组, 死亡病例也主要见于中、高度

率显著高于其他诊断方法. 鉴于此临床上可将

风险患者, 可见危险度分级是判断肿瘤生物学

超声内镜作为鉴别黏膜下肿瘤的首选方法. CT

行为、评价预后的一项重要指标. 一般认为高

对小肠、胃肠道外GIST的诊断有重要意义, 主

度风险组GIST占20%-30%, 而本研究中高危者

要表现为向腔内或腔外突出的软组织肿块, 增

达50.0%, 可能与患者就诊较晚, 诊疗水平较低

[9]

强扫描多表现为均匀强化 . CT扫描还可以明确

有关. 新的NIH分级与以往的Fletcher分级相比,

肿瘤与附近血管关系, 有助于术前评估手术风

添加了肿瘤原发部位这一因素, Miettinen等[11]的

险、确定手术方式. 本组中1例患者肿瘤包绕肠

研究也表明原发部位也是GIST独立的预后危险

系膜血管根部, 即通过CT检查于术前发现, 与术

因素, 并得到了循证医学的支持, 胃与小肠GIST

中所见相符. 上述各方法无优劣之分, 诊断上应

在基因表达水平上的差异也使其具有分子生物

结合临床表现, 根据病变可能所在的部位选取

学基础. 此外, 肿瘤是否破裂对患者预后也有显

最简单、有效的辅助检查方法.

著影响, 因为无论肿瘤的自发破裂还是手术中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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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均导致术后复发的风险增加. 值得指出的
是, 甲磺酸伊马替尼在多因素分析中成为明显

3

的保护因素, 风险比为0.129, 即使用甲磺酸伊马
替尼治疗者死亡风险降低近8倍.
外科手术切除目前仍是GIST最有效的治疗
方法, 手术原则是尽量争取R0切除. 由于GIST极

4

少发生淋巴结转移, 因此除有明确淋巴结转移
征象外, 不常规行淋巴结清扫[12]. 手术后复发是
GIST治疗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约50%患者在

5

手术治疗后复发. 本研究中15例患者术后出现复
发、转移, 转移的部位涉及肝、腹腔、盆腔. NIH

6

危险度分级属于中、高风险组的患者复发率明

7

显高于其他组. 因此对中高风险组患者及时复查,
尽早发现肿瘤复发, 并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 是
提高GIST患者生存率的关键. 复发GIST的治疗也
是临床上的难点, 一般认为对于复发的患者, 病
灶可以手术切除者仍以手术切除为首选治疗方
法, 不适合手术切除的, 可考虑综合治疗. 甲磺酸
伊马替尼治疗使肿瘤缩小后能手术切除者应尽

8

9
10

量手术, 手术后继续分子靶向治疗, 防止复发[13,14].
GIST对传统的放疗及化疗均不敏感[15]. 近
年来, 分子靶向药物甲磺酸伊马替尼已经成

11

为转移、复发、不可切除G I S T的一线治疗药
物. 国际多中心, 随机、对照、双盲的临床试验
ASOCOG Z9001的初步结果表明: 直径大于3 cm

12

的GIST完整切除后甲磺酸伊马替尼辅助治疗能

13

明显减少患者的复发率

[16]

.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 甲磺酸伊马替尼辅助治疗可提高复发和晚
期GIST的治疗效果, 减少肿瘤复发. 因此甲磺酸
伊马替尼治疗应主要针对危险度分级为中、高

14

度风险者以及伴有其他高转移风险因素的患者,
这些患者能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北美医学协

15

作组三期临床试验CALGB150105的研究结果表
明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的效果还与kit的基因表
型有关, 含有外显子11的治疗效果优于含有外显
子及野生型GIST的治疗效果[17]. 甲磺酸伊马替

16

尼使GIST的治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但目前
仍存在诸多问题, 如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的剂
量和最佳疗程, 甲磺酸伊马替尼原发性耐药和
继发性耐药等, 仍需我们进一步的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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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amine the distribution of blue or
purple tongu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of blue or purple
tongue with age, gender, state of the illness,
syndrome elements, and microcircul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13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were investigated for tongue color,
syndrome elem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state of
the illness, and nail microcirculation.
RESULTS: Blue or purple is the main tongue
color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The
development of blue or purple tongue is highly
www.wjgnet.com

correlated with state of the illness (r = 0.293, P =
0.013), damp-heat syndrome element (r = -0.251,
P = 0.023), blood stasis (r = -0.226, P = 0.043) and
patients’ age. Microcirculatory disturbance may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ormation of blue or purple
tongu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of blue or
purple tongue may provide a guide 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Key Words: Tongue color; Microcirculation; Chronic
hepatitis B
Zhang HY, Liu WL, Hu JH, Che NC, Wang L, Gao LY,
Wang M. Blue or purple tongu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mechanism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271-2273

■背景资料

慢性乙型肝炎是
严重危害我国人
民的严重传染性
疾病之一, 给患者
身体、心理、经
济带来了极大的
危害. 中医治疗该
病具有显著的疗
效. 良好疗效的取
得离不开辨证论
治的正确应用. 中
医舌诊是临床辨
证的重要依据之
一. 临床调查表
明, 青紫舌是慢性
乙型肝炎常见舌
色表现, 因此, 阐
释该舌色的临床
意义对于临床辨
证治疗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摘要
目的: 研究慢性乙型肝炎青紫舌的分布规律,
以及青紫舌与年龄、性别、病情、证素、微
循环的关系.
方法: 选择2002-12/2003-09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佑安医院就诊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113
例, 进行舌色分布, 中医证素, 病情等调查, 检
测甲襞微循环情况, 应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
结果: 青紫舌是慢性乙型肝炎的主要舌色表
现. 该舌色与病情程度(r = 0.293, P = 0.013)、
湿证素(r = -0.251, P = 0.023) 、血瘀证素(r =
-0.226, P = 0.043)、年龄等相关, 其形成机制
与微循环障碍有关.
结论: 青紫舌对于慢性乙型肝炎临床辨证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舌色; 微循环; 慢性乙型肝炎
张红月, 刘文兰, 胡建华, 车念聪, 王兰, 高连印, 王敏. 慢性乙型
肝炎青紫舌的形成机制及临床意义.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
18(21): 2271-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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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议者

任超世,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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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肝癌的发病率呈
逐年增长趋势. 研
究表明, 慢性乙型
肝炎与肝癌的发
生密切相关, 因
此, 积极治疗慢性
乙型肝炎是阻止
肝癌发生的有效
途径. 舌象与脏腑
气血功能密切相
关, 能灵敏地反映
病情和病势的发
展. 因此, 慢性乙
型肝炎舌诊研究
成为该病中医研
究的热点. 青紫舌
是该病常见舌色
表现, 关于该舌色
确切的临床意义
及其形成机制, 国
内学者对此研究
却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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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表进行脉象的记录, 内容包括脉位、脉率、脉

慢性乙型肝炎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的严重传染

力、脉流利度、脉宽度、脉长度、脉紧张度等

性疾病之一, 给患者身体、心理、经济带来了

方面内容.

极大的危害. 中医治疗该病具有显著的疗效. 良

1.2.5 望诊、闻诊、按诊等资料的记录: 使用我

好的疗效离不开辨证论治的正确应用. 中医舌

们制定的综合资料记录表进行.

诊是临床辨证的重要依据之一. 临床调查表明,

1.2.6 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素的诊断: 依据朱文

青紫舌是慢性乙型肝炎常见舌色表现, 为了阐

锋教授制定的中医常见证素计量标准进行证素

释其临床意义, 我们自2001年, 对该舌象及其相

诊断 [2] . 分析慢性乙型肝炎中医证素的分布情

关指标进行了调研, 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况. 证素诊断结果需由2名副教授以上人员认
同, 有意见分歧时, 作为讨论病例请有关专家讨

1 材料和方法

论决定.

1.1 材料 113例均为北京佑安医院2002-12/

1.2.7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甲襞微循环检测: 要

2003-09住院患者, 均符合2000-09中华医学会全

求为22 ℃-30 ℃. 采用多功能微循环显微镜

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联合

(XTW-30型). 采用1个LGY冷光源与1个汞灯, 呈

修订的慢性乙型肝炎诊断标准. 有以下一项者

45度角照射于甲皱皮肤. 受检者清水洗手后休

除外: (1)年龄大于65岁, 小于18岁; (2)孕妇; (3)
肝硬化中晚期; (4)伴其他系统或脏器严重疾病

息20 min, 然后取坐位, 左上肢及肘、腕关节松
弛, 左手平放在甲襞工作台上固定, 要求与心脏

者; (5)非乙型肝炎病毒所致慢性肝炎. 113例患

呈同高水平. 在无名指甲皱皮肤表面放1滴香柏

者中, 男92例, 女21例; 年龄18-65(平均40)岁. 选

油或液体石蜡(量不宜过多, 以免造成光线折射),

择性别、年龄与患者相匹配的60例淡红舌健康

于镜下直接观察. 甲皱微循环观察内容为管袢

人为对照组.

数目、管袢形态、管袢排列、管袢长度、管袢

1.2 方法

直径、袢顶直径、管袢血流流态等指标. 微循

1.2.1 舌色诊断标准: 参照朱文锋主编的普通高

环检测软件自动计算微循环总积分.

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诊断

统计学处理 将受试者一般信息、四诊信

学 [1] 中的舌色诊断标准. 将所有舌色分为青紫

息、舌色诊断结果、中医证素、微循环检测结

舌、非青紫舌两类.

果等资料输入SPSS11.5统计软件, 进行频数分

1.2.2 舌象观察拍照: 于清晨早饭后1 h受试者温

析、平均水平的比较、相关分析等统计学处理.

开水漱口10 min后, 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将舌体

P <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自然伸出, 先用我们制定并反复修改、使用的

■相关报道

夏军权报道, 慢性
乙型肝炎舌质以
红舌、黯舌或有
瘀斑瘀点者为最
多; 张赤志发现随
着舌色的加深, 肝
脏病理情况逐渐
恶化.

舌象观察记录表记录肉眼观察到的舌象, 在统

2 结果

一、标准的拍摄环境下(灯光色温5300 K)获取

2.1 慢性乙型肝炎青紫舌的分布 113例患者中,

患者舌象, 2名以上中医专家对舌色进行诊断.

非青紫舌占36.3%; 青紫舌占63.7%. 可见慢性乙

非青紫舌赋值为1, 青紫舌赋值为2.

型肝炎以青紫舌多见, 青紫舌是该病的主要舌

1.2.3 问诊症状调查: 采用我们制定并反复修改

色表现.

的慢性乙型肝炎问诊症状观察表对受试者进行

2.2 不同年龄阶段青紫舌的分布情况 单因素方

问诊症状调查共51项内容(寒热; 自汗; 盗汗; 手

差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年龄阶段青紫舌分布存

足心热; 头汗; 头晕; 头疼; 目眩; 目痒; 目痛; 目

在显著性差异(P <0.05). 随着年龄增高, 舌色越

干涩; 口咽干燥; 胸闷; 心悸; 胁胀痛; 脘腹胀痛;

发紫暗(表1).

背痛; 腰痛; 周身疼痛; 四肢沉重; 头重脚轻; 耳

2.3 不同性别青紫舌的分布情况 单因素方差分

鸣; 齿衄; 鼻衄; 失眠; 嗜睡; 口渴; 纳呆; 厌食; 消

析结果表明, 不同性别青紫舌分布不存在显著

谷善饥; 饥不欲食; 口味; 便秘; 泄泻; 肛门灼热;

性差异(P >0.05).

里急后重; 排便不爽; 小便情况; 疲乏; 月经周期;

2.4 青紫舌紫暗程度与病情程度的关系 慢性乙

经色; 经量; 崩漏; 闭经; 痛经; 带下; 性欲; 阳痿;

型肝炎舌色紫暗程度与该病病情程度呈正相关

早泄; 既往病史; 其他症状), 每个症状根据程度

(r = 0.293, P = 0.013, 表2).

分轻、中、重3级.

2.5 慢性乙型肝炎青紫舌与中医证素的相关分

1.2.4 脉诊症状调查: 使用我们制定的脉象记录

析 慢性乙型肝炎青紫舌与中医湿、血瘀证素存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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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慢性乙型肝炎不同年龄青紫舌的分布

年龄分段

n

10-20

10		

				

表 2 慢性乙型肝炎青紫舌紫暗程度与病情程度的相关
分析 n (%)

舌色赋值平均数

标准差

1.30

0.48

分组		

病情轻度

病情中重度

12(52.17)

11(47.83)

11(22.92)

48(77.08)

21-30

25		

1.44

0.51

暗红舌		

31-40

25		

1.64

0.49

青紫瘀斑舌

41-50

25		

1.72

0.46

51-60

13		

1.85

0.38

61-70

15		

1.86

0.36

113		

1.63

0.48

合计

发暗, 重则可见青紫舌. 可见, 慢性乙型肝炎病
邪可直接影响气血的运行, 从而体现在舌色的
变化上. 如果病邪越重, 气血运行障碍的程度越

在显著相关(r = -0.251, -0.226, P = 0.023, 0.043).
2.6 青紫舌与微循环的关系 慢性乙型肝炎青紫
舌与健康人淡红舌舌尖微循环总积分存在显著
差异(4.26±0.42 vs 1.91±0.33, P <0.001).

重, 则舌色越深. 本研究结果提示, 舌色紫暗程

■创新盘点

本文比较了慢性
乙型肝炎青紫舌
与非青紫舌在年
龄、性别、病
情、证素等方面
的差异, 为深入阐
释该舌色的临床
意义提供数据支
持, 同时, 文章从
微循环角度初步
探讨慢性乙型肝
炎青紫舌的形成
机制, 根据这些实
验数据, 将有利于
该病的临床治疗.

度与慢性乙型肝炎病情程度相关(P <0.05), 该研
究结果与国内张赤志等的研究报道一致[6]. 慢性
乙型肝炎青紫舌与湿、血瘀证素显著相关. 因
此, 通过观察舌色, 可以间接了解该病的病情和
证候情况, 为临床辨证治疗提供参考.

3 讨论
中医舌诊是中医学独具特色的诊法之一, 是中
医重要的依据, 在临床辨证论治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其原因在于: 中医舌象不仅可以判断
正气的盛衰、判别病位的深浅、辨别病邪的性
质、推断病势的进退, 还可以指导立法及处方
用药[3]. 因此, 中医临床医师均十分重视察舌诊
病、审舌用药. 望舌分望舌质和望舌苔两个方
面, 中医理论认为舌质以候五脏病变为主, 侧重
血分; 舌苔候六腑病变为主, 侧重气分. 《辨舌
指南》说: “辨舌质, 可决五脏之虚实.”周学海
在《形色外诊简摩》中说: “治病必查舌苔, 而
察病之吉凶, 可关于舌质. ”可见, 望舌质较望
[4]

舌苔对于肝病诊治更有意义 . 本研究的结果表
明, 慢性乙型肝炎以青紫舌多见, 青紫舌是该病

研究表明, 血瘀患者存在各种形式的微循环
障碍, 如微血流缓慢瘀滞、微血管周围渗出或
出血等表现[7]. 本研究微循环检测结果表明, 慢
性乙型肝炎青紫舌患者微循环总积分与健康人
存在显著差异(P <0.001). 说明该病青紫舌的形
成机制与微循环障碍相关.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 青紫舌是慢性乙型肝
炎患者主要舌色表现, 该舌色与病情程度、湿
证素、血瘀证素、年龄等相关, 其形成机制与
微循环障碍有关. 青紫舌对于慢性乙型肝炎临
床辨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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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中应重视理气活血治法的应用.
慢性乙型肝炎乃湿热疫毒之邪侵袭, 湿性
黏滞, 阻碍气血, 热邪伤津, 导致血液黏稠, 都会
影响气血的运行而致气滞血瘀, 轻则表现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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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肝动脉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不同病因肝硬化12例
傅 念, 阳学风, 吴 清, 刘朝霞, 胡 杨, 彭 飞

■背景资料

肝硬化是各种慢
性肝病的终末期
表现, 对其治疗方
法的研究一直处
于不断的研究探
索之中, 原位肝移
植是目前治疗终
末期肝病的最理
想方法, 但缺乏
供体、手术费高
昂和长期使用免
疫抑制剂等因素
阻碍了其推广. 目
前, 干细胞研究已
在医学领域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 伴随着近年介
入放射学技术的
发展, 均为终末期
肝病的治疗提供
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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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feasibility
of autologous bone marrow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via the hepatic artery in th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types and degrees of
cirrhosis.

■同行评议者

杨家和, 教授, 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
二军医大学附属
东方肝胆外科医
院综合三科

METHODS: Twelve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types
and degrees of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including 8 with hepatitis B-associated cirrhosis, 2 with
alcoholic cirrhosis, and 2 with cryptogenic cirrhosis, were investigated retrospectively. Of all
the patients, 4 had Child-Pugh grade B cirrhosis
and 8 had grade C disease. At 2, 4 and 8 weeks
after transplantation, the changes in symptoms
(acratia, anorexia and abdominal distension),
liver function and coagulation function were
observed to analyze the efficacy and feasibility
of autologous bone marrow stem cell transplan-

tation via the hepatic artery in the treatment of
cirrhosis.
RESULTS: Successful transplantation was
achieved in all the 12 patients without obvious complications. The levels of plasma ALT
and AST decreased after transplantation. TBIL
decreased from 47.68 μmol/L ± 19.8 μmol/L at
pretreatment to 36.45 μmol/L ± 20.78 μmol/L at
4 wk post-transplantation. Albumin increased
from 18.79 g/L ± 7.02 g/L at pretreatment to
25.67 g/L ± 5.33 g/L at 2 wk. Although PT and
PTA showed obvious improvement at 2 wk (P
< 0.05), no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was noted
at 4 and 8 wk (both P > 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3.33% and 83.33% at 2 and 4 wk, respectively, but decreased to 66.67% at 8 wk. The
improvement of TBIL and ALB in patients with
alcoholic and cryptogenic cirrhosis at 2 and 4
wk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associated cirrhosis. The effective rate in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B disease at 8 wk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C disease (100% vs 50%, P < 0.05).
CONCLUSION: Autologous bone marrow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via the hepatic artery can
improve hepatic cirrhosis,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alcoholic or cryptogenic cirrhosis and those
with a mild degree of cirrhosis.
Key Words: Bone marrow stem cells; Transplantation; Cirrhosis
Fu N, Yang XF, Wu Q, Liu ZX, Hu Y, Peng F. Treatm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irrhosis by autologous bone marrow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via the hepatic artery: an
analysis of 12 cas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274-2278

摘要
目的: 多角度评价不同病因、不同程度肝硬
化经肝动脉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的临床
疗效.
方法: 回顾分析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就诊
的不同病因、不同程度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
www.wjgnet.com

傅念, 等. 经肝动脉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不同病因肝硬化12例		

者12例, 其中乙型肝炎后肝硬化8例, 酒精性肝
硬化2例, 隐源性肝硬化2例, Child-Pugh: B级4
例, C级8例. 经肝动脉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
疗后观察患者乏力, 纳差, 腹胀等证状的改善
情况, 并于术后2、4、8 wk复查肝功能和凝血
功能, 从不同角度分析经肝动脉自体骨髓干细
胞移植对肝硬化的治疗效果.

病因、不同程度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分析

结果: 患者12例手术成功率为100%, 无特殊不
良反应及并发症. 移植后2、4、8 wk, ALT及
AST均下降, TBIL由治疗前平均47.68 μmol/L
±19.80 μmol/L在4 wk下降至36.45 μmol/L±
20.78 μmol/L, ALB在移植术后2 wk由术前的
18.79 g/L±7.02 g/L上升至25.67 g/L±5.33 g/L.
PT及PTA在术后2 wk有明显改善(P <0.05), 但
在4 wk及8 wk其改善程度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2、4 wk时总有效率均为83.33%, 8 wk
为66.67%. 2、4 wk酒精性及隐源性肝硬化患者
TBIL及ALB的改善情况优于乙型肝炎后肝硬
化. Child-Pugh B级患者的移植术8 wk有效率为
100%, Child-Pugh C级为50%.

硬化, 2例为隐源性肝硬化. Child-Pugh分级: B级

结论: 经肝动脉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对肝硬化
患者的治疗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对酒
精性及隐源性肝硬化患者的疗效优于乙型肝炎
后肝硬化, 并且肝硬化的程度越轻, 疗效越好.

其临床疗效.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2009-2010年收治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
者12例, 其中男7例, 女5例, 年龄39-67(平均49.5)
岁. 8例为慢性乙型肝炎后肝硬化, 2例酒精性肝
4例, C级8例. 术前均行腹部B超及肝脏CT检查
排除肝癌等其他疾病. 实验室检验包括血清谷
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谷草
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总胆
红素(total bilirubin, TBIL)、血清白蛋白(serum
albumin, ALB)、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 PT)、凝血酶原活动度(prothrombin activity,
PTA). 所有病例入院后均行内科对症治疗, 包括
护肝、利尿、限制水钠摄入等, 所有治疗在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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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内存在大量
干细胞, 研究发现
干细胞具有“横
向分化”的特
点, 在不同的诱
导条件下可形成
软骨、脂肪、肌
肉、肝、神经、
心肌细胞等. 骨髓
干细胞在体内、
体外分化为肝细
胞的实验研究已
趋于成熟. 通过干
细胞移植治疗肝
硬化逐渐成为研
究的热点. 然而该
项技术对不同病
因引起的肝硬化
治疗效果是否一
致, 对失代偿期
肝硬化的不同时
期、不同并发症
均是否有效, 有待
进一步探索.

者知情同意情况下进行, 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术前准备: 所有患者均于术前行碘过敏实
验, 双侧腹股沟备皮, 备血、血浆.
1.2.2 骨髓干细胞制备: 在百万级洁净手术室环
境下, 自患者髂后上棘多点抽取骨髓180-200
mL, 以7 500 U肝素抗凝, 应用骨髓、脐带血有

关键词: 骨髓干细胞; 移植; 肝硬化

核细胞体外分离液(宁夏中联达生物有限公司)

傅念, 阳学风, 吴清, 刘朝霞, 胡杨, 彭飞. 经肝动脉自体骨髓干

分离出骨髓干细胞, 稀释至5 mL生理盐水中, 提

细胞移植治疗不同病因肝硬化12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

取的骨髓干细胞总数为(3-11.3)×109/mL, 4 ℃保

18(21): 2274-2278

存, 1 h内进行骨髓干细胞移植术.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8/2274.asp

1.2.3 移植: 在数字血管减影造影术(DSA)下经股
动脉穿刺插管, 先行选择性肝固有动脉造影, 将

0 引言

含有骨髓干细胞的生理盐水经导管缓慢注入肝

对于各种终末期肝病, 原位肝移植是最理想的

固有动脉的左右分支, 各2.5 mL, 其中右侧分支

治疗选择, 然而由于其治疗费用昂贵、供肝数

注意避开胆囊动脉, 再用少量生理盐水冲管, 术

量有限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问题限制了该种

毕拔管, 穿刺点加压包扎后返回病房, 穿刺侧下

治疗方法的临床应用. 干细胞, 尤其是骨髓干细

肢制动6 h. 预防性应用抗生素3 d, 行肝动脉导管

[1]

治疗后常规护理.

[2]

前被临床广泛用来探索性治疗晚期肝硬化 . 伴

1.2.4 疗效观察: 术后2、4、8 wk分别复查肝功

随着近年介入放射学技术的发展, 可应用导管

能、PT、PTA和B超. 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和实

直接将干细胞引入肝动脉, 为肝脏干细胞移植

验室检查结果, 初步将患者疗效分为: 有效: 临

中干细胞的“归巢”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床症状有1项以上减轻+体征有1项以上改善+实

使得通过干细胞移植治疗肝硬化逐渐成为研究

验室检查指标2项以上好转; 无效: 临床症状和

的热点. 然而该项技术对不同病因引起的肝硬

体征没有改善或仅有1项改善及实验室检查指

化治疗效果是否一致, 对失代偿期肝硬化的不

标无好转或2项以下好转; 恶化: 临床症状或体

同时期、不同并发症均是否有效, 有待进一步

征无好转、实验室检查指标好转少于2项者.

胞因具有的多向分化潜能及超强的可塑性 , 目

探索. 故我们观察了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近1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进行统

年来经肝动脉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的不同

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mean±SD表示, 组间比较

www.wjgnet.com

■相关报道

大量研究显示骨
髓干细胞具有持
久生成肝细胞和
胆管细胞的能力,
自体骨髓干细胞
移植对失代偿期
肝硬化患者肝功
能及凝血功能具
有改善作用, 在一
定程度上可缩短
治疗时间, 长期疗
效亦相当可观.但
Kyriakou等认为
不同病因的肝硬
化其肝脏微环境
是不同的.更有
Mohamadnejad等
研究表明, 经肝动
脉自体骨髓干细
胞移植存在较大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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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文从临床治疗
后的实际效果出
发, 针对不同病
因、不同肝硬化
时期及术后不良
反应多种角度观
察自体骨髓干细
胞移植术对不同
病因肝硬化患者
的疗效及安全性.

CN 14-1260/R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年7月28日

第18卷 第21期

所有患者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前后肝功能及凝血功能的变化 (mean±SD, n = 12)

时间

ALT(U/L)

AST(U/L)

TBIL(μmol/L)

术前

83.50±23.54

112.68±47.89

2 wk

45.34±20.44a

73.67±39.89

4 wk

a

30.59±33.89

8 wk

33.09±14.67a

ALB(g/L)

PT(s)

PTA(%)

47.68±19.8

18.79±7.02

20.24±7.23

38±22

38.89±23.78a

25.67±5.33a

16.43±5.55a

54±19a

40.45±20.50

a

36.45±20.78

a

26.34±6.00

17.09±5.89

45±18

44.78±33.56a

39.89±13.78a

22.78±5.67

17.32±4.44

49±23

a

a

P <0.05 vs 术前.

表 2

所有患者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的疗效 (n = 12)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而在乙型肝炎后肝硬
化组中虽然有TBIL的下降及ALB的上升, 但其

时间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改善情况均不具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3).

2 wk

10

2

0

83.33

其他肝功能指标及凝血功能的改善情况在各病

4 wk

10

2

0

83.33

8 wk

8

4

0

66.67

因组之间无明显区别.

恶化

2.4 不同程度肝硬化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的有
效率 将所有患者按治疗前Child-Pugh分级程度

采用方差分析, 同一患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

分为B级和C级两组以观察疗效, 结果显示: 在第

对t 检验, 各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 2精确概率法检

8周时Child-Pugh B级的4例全部显示出较好有

验. P <0.05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0.01为差异
有高度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2.1 手术成功率 12例患者手术全部成功, 手术成
功率为100%.
2.2 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前后临床症状及检验
结果比较 患者移植后2、4、8 wk, ALT及AST总
体有下降趋势, TBIL由治疗前平均47.68 μmol/L
±19.8 μmol/L在第4周下降至36.45 μmol/L±
20.78 μmol/L. ALB在移植术后的第2周即明显
上升, 由术前的18.79 g/L±7.02 g/L上升至25.67
g/L±5.33 g/L. PT及PTA均在术后第2周显示有
明显改善(P <0.05), 但在术后4 wk及8 wk其改
善程度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患者移植
后8 wk内, 腹水减轻8例(66.67%), 食欲改善10

疗效, 有效率达100%, 而在8例Child-Pugh C级的
患者中仅有4例显示出较好的疗效, 有效率仅为
50%(表4).
2.5 不良反应 12例移植患者中仅1例在术后10 d
时由于进食大量高蛋白饮食后诱发肝性脑病,
经内科常规降氨等治疗后恢复. 诉骨髓穿刺处
疼痛3例, 1例无效患者在术后第8周时出现肝肾
综合征, 其他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及并发症, 未
见明显肝区疼痛、感染出血等.
3 讨论
肝硬化治疗方法的研究一直处于不断的研究探
索之中, 骨髓干细胞移植是近年来肝功能衰竭
治疗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3,4], 也是广大临床工
作者目前在探索的一种经济易行、无供求限
制、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例(83.33%), 体力好转10例(83.33%), 腹胀减轻

大量实验性研究显示 [5]骨髓干细胞具有持

9例(75%), 移植术疗效评定显示2、4 w k时有

久生成肝细胞和胆管细胞的能力, 在肝损伤后

效率均为83.33%, 但在第8周时有效率下降至

的修复过程中, 参与补充因损伤而减少的肝细

66.67%(表1, 2).

胞数量, 参与修复因损伤破坏的肝组织结构, 代

2.3 不同病因肝硬化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前后

偿部分肝功能的作用. 由于乙型肝炎及肝硬化

检验结果改善情况 酒精性及隐源性肝硬化患者

患者的肝脏中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或肝脏干细胞

在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后的2、4 wk TBIL均较

增殖缺陷, 故治疗上提出通过移植具有分化增

乙型肝炎后肝硬化患者术后下降明显, ALB明显

殖能力的干细胞, 使其在体内分化成肝细胞, 可

上升, 在第4周时该两组患者的TBIL下降与术前

以代偿部分肝功能[6,7].

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同时酒精性及隐

临床研究显示出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对失

源性肝硬化患者的ALB在术后2、4 wk的改善情

代偿期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及凝血功能具有改善

况也远好于乙型肝炎后肝硬化, 与术前比较均

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可缩短治疗时间, 长期疗效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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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应用要点

不同病因肝硬化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前后TBIL及ALB变化区别 (mean±SD)

分组
		

n

		

TBIL(μmol/L)			

术前

术后2 wk

ALB(g/L)

术后4 wk

术前

术后2 wk

术后4 wk

乙型肝炎后肝硬化 8 44.89±20.77 45.56±18.89

39.56±13.45

16.66±5.78

18.23±4.33

20.09±5.09

2 48.67±13.11 34.45±7.44a

23.78±11.23a

22.98±3.11

27.11±3.89a

26.77±2.56a

23.71±3.22

a

27.98±3.66a

酒精性肝硬化
隐源性肝硬化

2 36.78±9.56

29.78±14.22

a

26.78±8.98

28.56±4.56

a

P <0.05 vs 术前.

表 4 不同程度肝硬化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8 wk时的疗
效观察

肝硬化其肝脏微环境是不同的.
此外, 从肝硬化患者Child-Pugh分级程度角
度来观察疗效, 术后第8周时显示出肝硬化的程

		

n

有效

无效

恶化 有效率(%)

Child-Pugh B级

4

4

0

0

100

Child-Pugh C级

8

4

4

0

50

度越轻, 行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术的效果越好,
Child-Pugh B级的4例有效率达100%, 而ChildPugh C级的患者有效率仅为50%. 提示在肝硬化
早期和中期时, 肝功能损害可能不明显, 此时进

亦相当可观[8-11]. 但Mohamadnejad等[12]研究表明,

行干细胞移植其意义在于逆转肝硬化程度, 减

经肝动脉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存在较大风险,

轻肝组织的损害.

其主要不良反应为对比剂性肾病和肝肾综合征,

由于临床上的肝硬化存在着病因、程度及

从而认为其临床应用不具备安全性. 由于不能

治疗等不同原因的多样性, 使得一些治疗手段

确定不同临床观点的影响因素, 故我们从临床

的疗效不确定, 本研究中也存在着术后的内科

治疗后的实际效果出发, 针对不同病因、不同

治疗是否影响结果的公正性矛盾, 不排除有药

肝硬化时期及术后不良反应多种角度观察了治

物的影响, 但总体上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

疗的12例行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术的不同病因

肝硬化的近期疗效是安全、可行的. 由于Cerec

肝硬化患者, 以观察其疗效及安全性.

等 [14] 研究发现肝脏干细胞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我们的研究结果提示, 自体骨髓干细胞移

在其转分化并增殖为肝细胞的同时具有分化成

植对肝硬化患者的治疗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改善

肿瘤细胞的潜能, 且Zou[15]认为骨髓干细胞可修

作用, 患者移植后2、4、8 wk, ALT及AST总体

复组织损伤及炎症, 但也可为消化系恶性肿瘤

有下降趋势, 并伴有TBIL的下降及ALB上升, 在

提供来源. 故对于其近期、远期疗效及安全性

第4周时效果最明显. 凝血功能中PT及PTA均在

还需加大病例数、延长随访时间, 进一步观察.

术后第2周改善明显. 患者移植后8 wk内, 腹水、

且自体骨髓干细胞在人受体肝脏内定植、生长

食欲、体力、腹胀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疗效

分化、肝脏病理学改变以及有关骨髓干细胞的

在第2及4周时有效率达83.33%, 但在第8周时有

采集量、移植数量、移植次数、移植途径、移

效率下降至66.67%, 显示出自体骨髓干细胞移

植治疗肝病的适应证、禁忌证、并发症等问题

植术的疗效在时间的维持上具有争议.

仍需要大量长期临床观察.

在针对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术治疗不同病
因肝硬化的分析中, 我们发现酒精性及隐源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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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了乙型肝炎后肝硬化1例病情进展后
发生十二指肠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 NHL)导致上消化道大出血, 从误
诊为肝硬化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到
明确诊断的过程. 同时探讨了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和NHL发生的相关
性. 其发病机制目前未见类似报道.

■背景资料

乙型肝炎后肝硬
化并发食管胃底
静脉曲张后出现
上消化道大出血
在临床常见, 肝硬
化合并淋巴瘤也
并非不常见, 但两
者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目前尚属空
白, 需增加病例进
一步探讨.

关键词: 乙型肝炎病毒; 上消化道出血; 非霍奇金淋
巴瘤; 肝硬化
周蓉蓉, 王青, 谢祥军, 李媛. 非霍奇金淋巴瘤误诊为肝硬化并
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并出血1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0;
18(21): 2279-2281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18/2279.asp

0 引言
肝硬化最常见的病因是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 食道胃底静脉曲张是肝硬
化失代偿期常见并发症, 肝硬化患者出现上消
化道大出血多数因为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破裂,

Abstract

We report a case of post-hepatitis B cirrhosis
with non-Hodgkin lymphoma that was misdiagnosed as combined cirrhosis with esophageal
and gastric fundal varices due to the occurrence
of massive upper gastrointestinal hemorrhag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 and nonHodgkin lymphoma was analyzed.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is represents the first report
of post-hepatitis B cirrhosis with non-Hodgkin
lymphoma.
Key Words: Hepatitis B virus; Upper gastrointestinal
hemorrhage; Non-Hodgkin lymphoma; Cirrhosis
Zhou RR, Wang Q, Xie XJ, Li Y. Cirrhosis with nonHodgkin's lymphoma misdiagnosed as combined
cirrhosis and esophageal and gastric fundal varices: a
report of one cas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279-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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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临床较常见. 肝硬化患者合并非霍奇金淋
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 NHL)也并非不常
见, 但是NHL与HBV感染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未
见报道, 国外有报道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与NHL的发生相关, 考虑是因为当
地肝硬化病因以HCV感染更多见的原因, 其发
病机制的研究结果可以借鉴. 根据本例患者的
临床资料考虑NHL发生于HBV感染, 甚至进展
为肝硬化以后. 由于中国是HBV感染的高发地
区, HBV感染相关并发症研究众多, 但与NHL的
相关性研究尚属空白, 以后应增加病例数量进
一步探讨.
1 病例报告
男, 52岁. 因乏力、腹胀1年, 柏油样便、呕吐
咖啡样物6 h于2009-02-13入院. 1年前患者无明
显诱因感乏力、腹胀、食欲不振逐日加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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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尿量减少, 在青岛市立医院诊断为“乙型肝

粒细胞0.11、中性杆状核粒细胞0.05、中性分

炎肝硬化失代偿期, 门静脉高压, 腹水形成, 脾

叶核粒细胞0.28、嗜酸性分叶核粒细胞0.01、

大并脾功能亢进”住院治疗后好转. 患者6 h前

晚幼红细胞4/100WBC、淋巴细胞0.03; 3P试验:

排柏油样便, 约200 g, 伴恶心并呕吐咖啡样物,

弱阳性. 同时胃镜检查: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重

共3次, 含血块, 共约100 mL, 伴轻微头晕、心

度)、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活动期)、门脉高压

9

慌, 无发热. 查血常规示: WBC 16.4×10 /L, N

性胃病. 十二指肠球部组织病理结果提示NHL,

70%, HB 90 g/L, 应用抑酸、止血药物治疗后,

B系来源,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 LCA(+)EMA(-)

仍排黑便, 以“上消化道大出血, 肝硬化失代偿

CK(-)CD3(-)CD20(+). 复习1年前患者第1次住

期, 门静脉高压”第2次收入院. 患者有10年高

院病历, 未见外周血白细胞明显升高, 凝血机制

血压病史, 长期口服“尼福达、寿比山”等治

尚可. 因此最后诊断: (1)上消化道出血, 十二指

疗. 体格检查: T 36.4 ℃, P 88次/分, BP 120/70

肠淋巴瘤并出血; (2)NHL性白血病; (3)肝硬化

mmHg. 慢性病容, 面色晦暗, 皮肤黏膜可见肝

失代偿期, 门静脉高压症: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

掌, 未见出血点及淤血斑. 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

腹水形成、脾大并脾功能亢进; (4)高血压病.

大. 巩膜轻度黄染, 结膜较苍白. 心肺听诊无明
显异常. 腹略隆起, 腹壁静脉无曲张, 腹软, 无压

2 讨论

痛、反跳痛, 肝脾肋下未触及, 墨菲氏征阴性,

一个明确诊断的肝硬化失代偿期合并食管胃底

肝上界位于右锁骨中线第5肋间, 肝肾区无叩痛,

静脉曲张者, 出现消化道出血时, 往往首先考虑

移动性浊音(+), 肠鸣音5次/分, 双下肢无水肿,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并出血, 这个患者胃镜

扑翼样震颤阴性. 入院后辅助检查: 凝血常规:

检查后发现十二指肠球部溃疡, 又容易诊断为

PT、APTT不凝, PA、PT-INR、APTT-R未测出,

普通十二指肠球部炎性溃疡并出血. 本患者最

FIB-c 0.45 g/L、TT 37.6 s; 血常规示: WBC 40.7

后经十二指肠球部组织病理检查确诊为NHL并

×109/L, N 88%, L 8.2%, RBC 2.09×1012/L, HB

出血. 无疑本患者诊断明确: 经临床、病原学、

74 g/L, PLT 18×109/L, D-Dimer 1.3 mg/L; 血培

影像学和内镜诊断乙型肝炎肝硬化; 经病理和

养: 无细菌生长; 肝肾功能: 总蛋白55.1 g/L、白

血清学检查证实NHL性白血病. 问题是NHL性

蛋白34.9 g/L、总胆红素78.0 μmol/L、直接胆

白血病与乙型肝炎肝硬化有无相关性值得讨论.

红素53.7 μmol/L、谷丙转氨酶185 U/L、谷草

肝炎肝硬化是慢性H B V感染逐渐发展致

转氨酶636 U/L、血清总胆汁酸100.4 μmol/L、

病程晚期的表现. NHL是淋巴瘤的一种, 常原发

血糖2.4 mmol/L、尿素氮29.4 mmol/L、肌酐

累及结外淋巴组织, 以B细胞肿瘤为主, 可累及

168 μmol/L、尿酸829 μmol/L、γ球蛋白18.4%;

胃、小肠等任何器官而出现相应症状. NHL病

血氨292 μ m o l/L; 血清病毒学: H B s A g(+)、

因包括: (1)免疫缺陷; (2)感染: 包括人类免疫缺

HBcAb(+)、Pre-S1(+)、HIV(-)、RPR(-); 蛋白

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芯片: CA199 53.13 kU/L、AFP 47.83 μg/L、

E B病毒(E B v i r u s)、人T淋巴细胞病毒Ⅰ型

6

(t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 HTLV-1)人类疱疹

1.00E+3; 心电图: 大致正常; 胸片: 双肺纹理增

病毒8(human herpesvirus-8, HHV-8)、HCV、

多; B超: 肝硬化、脾大、门静脉高压、腹水形

H.pylori 、博氏疏螺旋体、鹦鹉热衣原体、空肠

成、胆囊结石; CT: 肝硬化、脾大、腹水、门脉

弯曲菌; (3)职业与环境因素; (4)遗传因素.

CA125 156.12 KU/L; HBV DNA 1.166×10

高压、胆囊结石. 入院诊断: (1)上消化道出血:

本患者查相关免疫学指标阴性, 故不考虑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并出血; (2)肝硬化失代

免疫缺陷; 也无明显有毒物质接触史和家族遗

偿期, 门静脉高压症, 食管胃底静脉曲张, 腹水

传疾病. 但患者为H B V感染者, 病情逐渐进展

形成, 脾大并脾功能亢进; (3)高血压病. 入院后

为肝硬化失代偿期, 因此有感染因素存在, 导致

禁饮食、降低门静脉压、止血、补充维生素K1

NHL的肝炎病毒, 目前报道只提到HCV[1,2], 其可

和凝血因子、保肝、利尿、抗感染、维持水电

能发病机制为: (1)慢性抗原长期刺激作用导致B

解质平衡等治疗4 d, 未再呕吐, 黑便量减少, 但

淋巴细胞丛自我增生, 进而免疫失调, 到最后恶

凝血功能极差, 治疗后不改善, 且白细胞计数短

性B淋巴细胞克隆出现; (2)HCV感染可导致免

期内进行性上升, 随即外周血找到幼稚细胞: 原

疫球蛋白基因突变. 发病机制部分已经体外实

幼细胞0.49、中性中幼粒细胞0.03、中性晚幼

验证实、流行病学资料和临床用干扰素抗病治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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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HCV感染的淋巴瘤有高度应答所证实. 但还

发生淋巴瘤者不多见, 但是恶性疾病预后不良.

没有见到HBV感染与NHL之间关系的研究资料,

如果能够较早认识到, 可以通过积极抗病毒治

考虑有以下原因: 大多数资料来源于西方国家

疗进行预防和治疗.

的研究, 这些地区以HCV感染为主, HBV感染少
见, 故相关研究少见. 我国有临床报道, 但无发
病机制的系统研究.
我国是乙型肝炎高发地区, HBV感染对机
体的致病危害多数针对肝脏病变进行研究, 但
是HBV对机体免疫系统的损害是明确的,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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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cinoid is a kind of endocrine tumor whose
growth is relatively slow. It is rarely multiple
and has malignant potential. Here, we report a
case of multiple carcinoids of the stomach and
large intestine with numerous metastases and
summarize its clinical, endoscopic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treatment to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disease, reduce misdiagnosis
and lengthen the patient's survival time.
Key Words: Multiple carcinoids; Stomach; Large intestine

类癌是一种生长相对缓慢具有潜在恶性的内分
泌肿瘤, 多为单发, 多发者罕见, 近期深圳市罗
湖区人民医院收治1例胃、大肠多发类癌, 报道
如下.
1 病例报告
男, 82岁, 因“左上腹痛1 wk”于2009-10-15入
院, 病程中有腹胀, 食欲减退, 便秘, 3-4 d排便1
次, 体质量无减轻. 查体: 血压: 110/70 mmHg, 睑
结膜苍白, 巩膜无黄染, 左下肺可闻及中小水泡
音, 心率: 82次/分, 律齐, 各瓣膜区未闻及病理
性杂音, 腹软, 左上腹部及右下腹部压痛阳性,
无反跳痛, 未触及包块. 化验: 血常规: HGB: 80
g/L, WBC: 8.1×109/L, PLT: 276×109/L, CA125:
142.6 U/mL, 肺非小细胞肺癌抗原: 10.67 μg/L,
B超示肝囊肿, 胆囊结石. PET-CT示右肺上叶前
段代谢活性增高的软组织结节, 考虑恶性肿瘤;
右下颌下、左锁骨上窝、纵膈、右肺门、腹
腔、腹膜后、双腹股沟多发淋巴结转移; 左腋
窝、腰-2椎体右后方及右髂骨外侧代谢活性增
高的皮下结节, 考虑转移瘤; 右肾上腺转移, 双
肾代谢活性增高的外生性软组织结节, 考虑转
移癌可能; 腰椎4、5、左侧第6肋、右股骨上段

Yang JR, Liu JT. A case report of multiple carcinoids of
the stomach and large intestine.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0; 18(21): 2282-2283

及骶骨广泛骨转移; 肝内多发囊状低密度影, 囊
肿可能性大; 胆结石、右肾囊肿; 胃镜示: 胃窦
大弯侧见直径约1.5 cm的隆起, 表面破溃, 血凝

■同行评议者

肖文华, 主任医
师, 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医院第一附
属医院肿瘤科

摘要
类癌是一种生长相对缓慢具有潜在恶性的内
分泌肿瘤, 多为单发, 多发者罕见. 本文报道
胃、大肠多发类癌伴全身多处转移1例, 探讨
其临床、内镜及病理特点及治疗方法, 提高对
本病的认识, 减少误诊, 提高生存期.

块附着, 可见渗血, 给予止血夹5枚及1∶10 000
肾上腺素盐水多点注射后出血止, 局部活检1块,
病理示类癌, 肠镜示升结肠、降结肠、直肠多
发隆起, 直径约0.5-1.0 cm, 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示多处隆起性病变来源
于黏膜层, 多处病灶行病理检查示(降、乙状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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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肠、直肠)均符合不典型类癌, 降结肠及直

声表现为黏膜内低回声圆形、椭圆肿块, 边缘

肠隆起性病变行内镜下黏膜切除术(endoscopic

清晰、外形光滑, 第2层覆盖在表面, 模糊不清,

mucosal resection, EMR), 并给予支持、对症处理.

第3层位于底部, 通过EUS可明确病灶位置、大

以后患者多次出现呕血、黑便住入深圳市罗湖

小、侵犯深度及对周围病变进行评估后指导内

区人民医院治疗, 于2010-02-07治疗无效死亡.

镜下切除. 内镜下治疗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对于直径≤1 cm的类癌, 病

2 讨论
类癌是一古老而较少见的疾病, 1808年Merling

变限于黏膜下层以内, 可行EMR[6], 术后密切随
访, 定期复查内镜, 而有深部浸润者应手术治

对本病做了首次描述, 类癌又称类癌瘤, 是一种

疗. 近年来内镜治疗尤其是EMR, 以其切除病灶

生长相对缓慢具有潜在恶性的内分泌肿瘤, 可

彻底、侵袭性小、并发症少、术后不影响生存

发生于身体各个部位, 约87%发生于消化系任
何部位, 占消化系肿瘤的1.5% [1], 25.3%发生于
呼吸道, 文献报道胃肠道类癌发病最多在小肠
(44.7%), 其次为直肠(19.6%)、阑尾(16.7%)、
结肠(10.6%)、胃(7.2%)[2], 类癌多无明显的临床
症状, 由于肿瘤体积小, 临床症状不典型容易误
诊, 多在辅助检查中发现, 文献报道类癌的发病
率较前明显增加[3]. Maggard等[2]报道类癌发病
率1997年较1973年相比增加了6.3%, 考虑与目
前诊断技术先进有关, 多发多部位类癌临床上
少见, 类癌按分化程度分为典型类癌、不典型
类癌及未分化神经内分泌癌. 肿瘤的分化程度
各部位无显著差异, 典型类癌的生物学行为相
对良好, 他生长缓慢, 较晚发生转移; 不典型类
癌较为少见, 且不典型类癌具有侵袭性, 较易
[4]

发生转移 . 该病例病理为不典型类癌, 多发、
多部位、全身多处转移, 恶性程度高, 与文献报
道一致.
典型的胃肠道类癌在内镜下表现为瘤体
常为细小的黄色或灰色黏膜下结节样肿块,有

质量等优点, 使之具有诊断和治疗的双重作用,
术后可从回收的病变标本中检查肿瘤浸润深度
及切除是否彻底, 这也是目前内镜治疗的主要
方法.
该患者降结肠、直肠类癌行EMR, 终因患
者全身多处转移、肿瘤进展而死亡. 一直以来
学者们均认为类癌是低度恶性神经内分泌肿瘤,
但临床上却可以表现为恶性过程. 因此, 早期诊
断、早期治疗至关重要, 可有效地减少肿瘤转
移, 增加手术治疗的可能性, 甚至达到临床治愈,
该患者的特殊性在于多发、多部位及全身多处
转移, 已失去有效的治疗方法及生存机会, 对于
类癌患者, 应仔细检查, 排除多发多部位类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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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节状、息肉样或环状等表现, 黏膜表面多完
整. 内镜活检结合病理检查是重要而有效的诊
断手段[5]. EUS检查对诊断黏膜下类癌是一种有
诊断价值的检查方法, 超声微探头能清晰显示
消化管壁的5层结构, 通过EUS对消化道管壁的
准确分层, 准确显示微小病变, 可较容易地判断
隆起病灶源于哪一层, 并根据其声像图特征, 隆
起性病变的性质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类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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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消化
杂志》为保证期
刊的学术质量, 对
所有来稿均进行
同行评议, 是一份
被中国科技论文
统计源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收录的学
术类期刊.

1 投稿总则

报告-RCCS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和

1.1 性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ISSN 1009-3079,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收录. 2008年度《世界华人

CN 14-1260/R)》是一份同行评议性和开放获取

消化杂志》总被引频次为2480, 位居内科学类

(open access, OA)的旬刊. OA最大的优点是面向

41种期刊的第6位; 影响因子为0.547, 位居内科

全国本领域专家及公众开放无需注册, 免费获

医学类41种期刊的第17位. 《世界华人消化杂

取PDF等格式的全文, 切实破除了传统性期刊阻

志》即年指标0.059, 他引率0.79, 地区分布数29,

碍科学研究成果快速传播的障碍. OA是一项真

基金论文比0.340, 国际论文比0.00, 学科影响指

正意义上的公益性科学传播工具, 编委、作者

标0.59, 综合评价总分49.5, 位居内科学类41种

和读者利益的最大化的目标, 努力推进本学科

期刊的第8位.

的繁荣和发展.

1.2 栏目 述评, 基础研究, 临床研究, 焦点论坛,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定价56.00元, 全年

文献综述, 研究快报, 临床经验, 病例报告, 会议

2016.00元, 邮发代号82-262, 由世界华人消化杂

纪要. 文稿应具科学性、先进性、可读性及实

志编辑部出版.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主要报

用性, 重点突出, 文字简练, 数据可靠, 写作规范,

道胃肠病学、肝胆病学、胰腺病学、内镜介入

表达准确.

与消化外科等多学科的评论及基础研究和临床
实践等各类文章, 具体内容涉及: 食管疾病, 如

2 撰稿要求

反流性食管炎、Barret's食管、食管静脉曲张

2.1 总体标准 文稿撰写应遵照国家标准GB7713

和食管癌等; 胃部疾病, 胃食管反流性疾病、胃

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

炎、胃动力障碍、胃出血、胃癌和幽门螺杆菌

格式, GB6447文摘编写规则, GB7714文后参考

感染等; 肠道疾病, 如肠道出血、肠穿孔、肠梗

文献著录规则, GB/T 3179科学技术期刊编排

阻、肠道炎症(如IBD/CD等)、肠道感染、大肠

格式等要求; 同时遵照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

癌和大肠腺瘤等; 肝胆部疾病如病毒性肝炎、

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肝硬化、脂肪肝、肝纤维化、肝衰竭、胆石

Editors)制定的《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

病、胆汁郁积、梗阻性黄疸、肝癌、胆囊癌、

(第5版)》(Uniform requirements for manuscripts

胆管癌和门静脉高压等; 胰腺疾病, 如胰腺炎和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s). 见: Ann Intern

胰腺癌等; 全身性疾病涉及消化系统, 如自身免

Med 1997; 126: 36-47.

疫性及瘀胆性疾病、腹腔疾病、消化不良和代

2.2 名词术语 应标准化, 前后统一, 如原词过长

谢性疾病等; 以及与以上疾病相关的基因及基

且多次出现者, 可于首次出现时写出全称加括

因组学、微生物及分子生物学、病因学、流行

号内注简称, 以后直接用简称. 医学名词以全国

病学、免疫学、临床内外科诊断与治疗(如影

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生理学名

像、化疗、移植、营养等); 除以上外, 本刊也

词》、《生物化学名词与生物物理学名词》、

报道诊断与筛选、内窥镜检查法、影像及先进

《化学名词》、《植物学名词》、《人体解

技术.

剖学名词》、《细胞生物学名词》及《医学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被国际检索系统

名词》系列为准, 药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美国《化学文摘》(Chemical Abstracts, CA)、

典》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的《药名词汇》为

荷兰《医学文摘库/医学文摘(EMBase/Excerpta

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新药, 采用

Medica, EM)》和俄罗斯《文摘杂志(Abstract

批准的药名; 创新性新药, 请参照我国药典委员

Journal, AJ)》收录. 国内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

会的“命名原则”, 新译名词应附外文. 公认习

分析期刊(科技部列选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

用缩略语可直接应用(建议第一次也写出全称),

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内

如ALT, AST, mAb, WBC, RBC, Hb, T, P, R, BP,

科学类的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

PU, GU, DU, ACTH, DNA, LD50, HBsAg, HCV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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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AFP, CEA, ECG, IgG, IgA, IgM, TCM,

标准, GB3100-3102-93量和单位. 原来的“分子

RIA, ELISA, PCR, CT, MRI等. 为减少排印错误,

量”应改为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 如 30 kD改为

外文、阿拉伯数字、标点符号必须正确打印在
A4纸上. 中医药名词英译要遵循以下原则: (1)有

M r 30 000或30 kDa(M大写斜体, r小写正体, 下
角标); “原子量”应改为相对原子质量, 即A r(A

对等词者, 直接采用原有英语词, 如中风stroke,

大写斜体, r小写正体, 下角标); 也可采用原子质

发热fever; (2)有对应词者应根据上下文合理选

量, 其单位是u(小写正体). 计量单位在+、－及-

用原英语词, 如八法eight principal methods; (3)

后列出. 在±前后均要列出, 如37.6 ℃±1.2 ℃,

英语中没有对等词或相应词者, 宜用汉语拼音,

45.6岁±24岁, 56.4 d±0.5 d. 3.56±0.27 pg/ml应

如阴yin, 阳yang, 阴阳学说yinyangology, 人中

为3.56 ng/L±0.27 ng/L. BP用kPa(mmHg), RBC

renzhong, 气功qigong; 汉语拼音要以词为单位

数用1×10 12/L, WBC数用1×10 9/L, WBC构成

分写, 如weixibao nizhuanwan(胃细胞逆转丸),

比用0.00表示, Hb用g/L. M r明确的体内物质以

guizhitang(桂枝汤). 通常应小写.

nmol/L或mmol/L表示, 不明确者用g/L表示. 1 M

2.3 外文字符 注意大小写正斜体与上下角标.

硫酸, 改为1 mol/L硫酸, 1 N硫酸, 改为0.5 mol/L

静脉注射iv, 肌肉注射im, 腹腔注射ip, 皮下注

硫酸. 长10 cm, 宽6 cm, 高4 cm, 应写成10 cm×

射sc, 脑室注射icv, 动脉注射ia, 口服po , 灌胃

6 cm×4 cm. 生化指标一律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ig. s(秒)不能写成S, kg不能写成Kg, mL不能写

表示, 例如, 血液中的总蛋白、清蛋白、球蛋

成ML, lcpm(应写为1/min)÷E%(仪器效率)÷

白、脂蛋白、血红蛋白、总脂用g/L, 免疫球蛋

60 = Bq, pH不能写PH或P , H.pylori 不能写成

白用mg/L; 葡萄糖、钾、尿素、尿素氮、CO 2

HP, T 1/2不能写成tl/2或T , V max不能Vmax, µ不
写为英文u. 需排斜体的外文字, 用斜体表示. 如

结合力、乳酸、磷酸、胆固醇、胆固醇酯、三

生物学中拉丁学名的属名与种名, 包括亚属、

红素、蛋白结合碘、肌酸、肌酐、铁、铅、抗

亚种、变种. 如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坏血酸、尿胆元、氨、维生素A、维生素E、维

H.pylori ), Ilex pubescens Hook, et Arn.var.glaber
Chang(命名者勿划横线); 常数K ; 一些统计学符
号(如样本数n , 均数mean, 标准差SD, F 检验, t
检验和概率P , 相关系数r ); 化学名中标明取代
位的元素、旋光性和构型符号(如N , O , P , S ,
d , l )如n -(normal, 正), N -(nitrogen, 氮), o -(ortho,
邻), O -(oxygen, 氧, 习惯不译), d -(dextro, 右
旋), p -(para, 对), 例如n -butyl acetate(醋酸正
丁酯), N -methylacetanilide(N -甲基乙酰苯胺),
o -cresol(邻甲酚), 3-O -methyl-adrenaline(3-O 甲基肾上腺素), d -amphetamine(右旋苯丙胺),
l -dopa(左旋多巴), p -aminosalicylic acid(对氨基
水杨酸). 拉丁字及缩写in vitro , in vivo , in situ ;
Ibid, et al , po , vs ; 用外文字母代表的物理量, 如
m (质量), V (体积), F (力), p (压力), W (功), v (速度),
Q (热量), E (电场强度), S(面积), t (时间), z (酶活
性, kat), t (摄氏温度, ℃), D (吸收剂量, Gy), A (放
射性活度, Bq), ρ(密度, 体积质量, g/L), c (浓度,
mol/L), j(体积分数, mL/L), w (质量分数, mg/g),
b (质量摩尔浓度, mol/g), l (长度), b (宽度), h (高
度), d (厚度), R (半径), D (直径), T max, C max, V d, T 1/2
CI 等. 基因符号通常用小写斜体, 如ras , c-myc ;

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6、尿酸; 氢化可

基因产物用大写正体, 如P16蛋白.

频率(原称转速)用r/min, 超速者用g; 药物剂量若

2.4 计量单位 采用国际单位制并遵照有关国家

按体质量计算, 一律以“/kg”表示.

H

12

www.wjgnet.com

酰甘油、钠、钙、镁、非蛋白氮、氯化物; 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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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 5% CO2, 50 mL/L
C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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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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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统计学符号 (1)t 检验用小写t ; (2)F 检验用英

分开; 表示终了的标点符号, 如句号、逗号、顿

文大写F ; (3)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c2; (4)样本的

号、分号、括号及书名号的后一半, 通常不用

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 ; (5)自由度用希文小写u ;

于一行之首; 而表示开头的标点符号, 如括号及

(6)样本数用英文小写n ; (7)概率用英文斜体大

书名号的前一半, 不宜用于一行之末. 标点符号

写P . 在统计学处理中在文字叙述时平均数±标

通常占一格, 如顿号、逗号、分号、句号等; 破

准差表示为mean±SD, 平均数±标准误为mean

折号应占两格; 英文连字符只占一个英文字符

±SE. 统计学显著性用aP <0.05, bP <0.01(P >0.05

的宽度, 不宜过长, 如5-FU. 外文字符下划一横

不注). 如同一表中另有一套P 值, 则 cP <0.05,

线表示用斜体, 两横线表示用小写, 三横线表示

P <0.01; 第三套为eP <0.05, fP <0.01等.

用大写, 波纹线表示用黑体.

d

2.6 数字用法 遵照国家标准GB/T 15835-1995出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作为汉语词素者采用

3 稿件格式

汉字数字, 如二氧化碳、十二指肠、三倍体、

3.1 题名 简明确切地反映论文的特定内容, 鲜

四联球菌、五四运动、星期六等. 统计学数字

明而有特色, 阿拉伯数字不宜开头, 不用副题名,

采用阿拉伯数字, 如1 000-1 500 kg, 3.5 mmol/L

一般20个字. 避免用“的研究”或“的观察”

±0.5 mmol/L等. 测量的数据不能超过其测量仪

等非特定词.

器的精密度, 例如6 347意指6 000分之一的精密

3.2 作者 论文作者的署名，按照国际医学杂志

度. 任何一个数字, 只允许最后一位有误差, 前

编辑委员会(ICMJ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面的位数不应有误差. 在一组数字中的mean±

Medical Journal Editors)作者资格标准执行. 作

SD应考虑到个体的变差, 一般以SD的1/3来定位

者标准为: (1)对研究的理念和设计、数据的获

数, 例如3 614.5 g±420.8 g, SD的1/3达一百多g,

得、分析和解读做出重大贡献; (2)起草文章, 并

平均数波动在百位数, 故应写成3.6 kg±0.4 kg,

对文章的重要的知识内容进行批评性修改; (3)

过多的位数并无意义. 又如8.4 cm±0.27 cm, 其

接受对准备发表文章的最后一稿. 作者应符合

SD/3 = 0.09 cm, 达小数点后第2位, 故平均数也

条件1, 2, 3, 对研究工作有贡献的其他人可放入

应补到小数点后第2位. 有效位数以后的数字是

志谢中. 作者署名的次序按贡献大小排列, 多作

无效的, 应该舍. 末尾数字, 小于5则舍, 大于5则

者时姓名间用逗号, 如是单名, 则在姓与名之间

进, 如恰等于5, 则前一位数逢奇则进, 逢偶(包

空1格(正文和参考文献中不空格). 《世界华人

括“0”)且5之后全为0则舍. 末尾时只可1次完

消化杂志》要求所有署名人写清楚自己对文章

成, 不得多次完成. 例如23.48, 若不要小数点, 则

的贡献.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不设置共同第一作

应成23, 而不应该23.48→23.5→24. 年月日采用

者和共同通信作者.

全数字表达法, 请按国家标准GB/T 7408-94书

3.3 单位 作者后写单位的全称空1格后再写省市

写. 如1985年4月12日, 可写作1985-04-12; 1985

及邮政编码. 格式如: 张旭晨, 梅立新, 承德医学

年4月, 写作1985-04; 从1985年4月12日23时20

院病理教研室 河北省承德市 067000

分50秒起至1985年6月25日10时30分止, 写作

3.4 第一作者简介 格式如: 张旭晨, 1994年北京

1985-04-12 T23:20:50/1985-06-25 T10:30:00;

中医药大学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消化系统疾病

从1985年4月12日起至1985年6月15日止, 写作

的病理研究.

1985-04-12/06-16, 上午8时写作08:00, 下午4时

3.5 作者贡献分布 格式如: 陈湘川与庞丽娟对

半写作16:30. 百分数的有效位数根据分母来定:

此文所作贡献两均等; 此课题由陈湘川、庞丽

分母≤100, 百分数到个位; 101≤分母≤1 000,

娟、陈玲、杨兰、张金芳、齐妍及李洪安设计;

百分数到小数点后1位; 余类推. 小数点前后的

研究过程由陈玲、杨兰、张金芳、蒋金芳、

阿拉伯数字, 每3位间空1/4阿拉伯数字距离, 如

杨磊、李锋及曹秀峰操作完成; 研究所用新试

1 486 800.475 65. 完整的阿拉伯数字不移行!

剂及分析工具由曹秀峰提供; 数据分析由陈湘

2.7 标点符号 遵照国家标准GB/T 15834-1995标

川、杨兰及庞丽娟完成; 本论文写作由陈湘

点符号用法的要求, 本刊论文中的句号都采用

川、庞丽娟及李洪安完成.

黑圆点; 数字间的起止号采用“-”字线, 并列的

3.6 同行评议者 为了确保刊出文章的质量, 本

汉语词间用顿号分开, 而并列的外文词、阿拉

刊即将开始实行接受稿件的同行评议公开策略,

伯数字、外文缩略词及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词间

将同行评议者姓名, 职称, 机构的名称与文章一

改用逗号分开, 参考文献中作者间一律用逗号

同在脚注出版. 格式如: 房静远, 教授, 上海交通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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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仁济医院, 上海市消化疾病

料, 1.2 方法; 2 结果; 3 讨论; 4 参考文献. 序号

研究所.

一律左顶格写, 后空1格写标题; 2级标题后空1

3.7 基金资助项目 格式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格接正文. 正文内序号连排用(1), (2), (3). 以下

助项目, No. 30224801

逐条陈述.

3.8 通讯作者 格式如: 通讯作者: 黄缘, 教授,

0 引言 应包括该研究的目的和该研究与其他

330006, 江西省南昌市民德路1号, 南昌大学第二

相关研究的关系.

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江西省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

1 材料和方法 应尽量简短, 但应让其他有经验

huang9815@yahoo.com

的研究者能够重复该实验. 对新的方法应该详

电话: 0351-4078656

细描述, 以前发表过的方法引用参考文献即可,

收稿日期:

传真: 0351-4086337

修回日期:

有关文献中或试剂手册中的方法的改进仅描

3.9 英文摘要

述改进之处即可.

题名 文章的题名应言简意赅, 方便检索, 英文题

2 结果 实验结果应合理采用图表和文字表示,

名以不超过10个实词为宜, 应与中文题名一致.

在结果中应避免讨论.

作者 作者姓名汉语拼音拼写法规定为: 先名, 后

3 讨论 要简明, 应集中对所得的结果做出解释

姓; 首字母大写, 双名之间用半字线“-”分开, 多

而不是重复叙述, 也不应是大量文献的回顾.

作者时姓名间加逗号. 格式如: “潘伯荣”的汉

图表的数量要精选. 表应有表序和表题, 并有

语拼写法为“Bo-Rong Pan”.

足够具有自明性的信息, 使读者不查阅正文即

单位 先写作者, 后写单位的全称及省市邮政编

可理解该表的内容. 表内每一栏均应有表头,

码. 例如: Xu-Chen Zhang, Li-Xin Mei, Department

表内非公知通用缩写应在表注中说明, 表格一

of Pathology, Chengde Medical College, Chengde

律使用三线表(不用竖线), 在正文中该出现的

067000, Hebei Province, China

地方应注出. 图应有图序、图题和图注, 以使

基金资助项目 格式如: Supported by National

其容易被读者理解, 所有的图应在正文中该出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30224801

现的地方注出. 同一个主题内容的彩色图、黑

通讯作者 格式如: Correspondence to: Dr. Lian-

白图、线条图, 统一用一个注解分别叙述. 如:

Sheng Ma, Taiyua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Center

图1 萎缩性胃炎治疗前后病理变化．A: …; B:

for Digestive Diseases, 77 Shuangta Xijie, Taiyuan

…; C: …; D: …; E: …; F: …; G: …. 曲线图可按

030001, Shanxi Province, China. wcjd@wjgnet.

●、○、■、□、▲、△顺序使用标准的符

com

号. 统计学显著性用: aP <0.05, bP <0.01(P >0.05

收稿及修回日期 格式如: Received: Revised:

不注). 如同一表中另有一套P 值, 则 cP <0.05,

摘要 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书写要求与

d

中文摘要一致.

P <0.01; 第3套为eP <0.05, fP <0.01. P 值后注明
何种检验及其具体数字, 如P <0.01, t = 4.56 vs

3.10 中文摘要 必须在300字左右, 内容应包括目

对照组等, 注在表的左下方. 表内采用阿拉伯

的(应阐明研究的背景和设想、目的), 方法(必

数字, 共同的计量单位符号应注在表的右上方,

须包括材料或对象. 应描述课题的基本设计, 双

表内个位数、小数点、±、-应上下对齐.“空

盲、单盲还是开放性, 使用什么方法, 如何进行

白”表示无此项或未测, “-”代表阴性未发

分组和对照, 数据的精确程度. 研究对象选择条

现, 不能用同左、同上等. 表图勿与正文内容

件与标准是否遵循随机化、齐同化的原则, 对照

重复. 表图的标目尽量用t /min, c /(mol/L), p /kPa,

组匹配的特征. 如研究对象是患者, 应阐明其临

V /mL, t /℃表达. 黑白图请附黑白照片, 并考入

床表现, 诊断标准. 如何筛选分组, 有多少例进行

磁盘内; 彩色图请提供冲洗的彩色照片, 请不

过随访, 有多少例因出现不良反应而中途停止研

要提供计算机打印的照片. 彩色图片大小7.5

究), 结果(应列出主要结果, 包括主要数据, 有什

cm×4.5 cm, 必须使用双面胶条粘贴在正文内,

么新发现, 说明其价值和局限, 叙述要真实、准

不能使用浆糊粘贴.

确、具体, 所列数据经用何种统计学方法处理;

志谢 后加冒号, 排在讨论后及参考文献前, 左齐.

应给出结果的置信区间和统计学显著性检验的

4 参考文献 本刊采用“顺序编码制”的著录

确切值; 概率写P , 后应写出相应显著性检验值),

方法, 即以文中出现顺序用阿拉伯数字编号排

结论(全文总结, 准确无误的观点及价值).

序. 提倡对国内同行近年已发表的相关研究

3.11 正文标题层次 0 引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论文给予充分的反映, 并在文内引用处右上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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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加方括号注明角码. 文中如列作者姓名, 则需
在“Pang等”的右上角注角码号; 若正文中仅
引用某文献中的论述, 则在该论述的句末右上
角注码号. 如马连生[1]报告……, 潘伯荣等[2-5]认
为……; PCR方法敏感性高[6-7]. 文献序号作正文
叙述时, 用与正文同号的数字并排, 如本实验方
法见文献[8]. 所引参考文献必须以近2-3年SCIE,
PubMed,《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和《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学术类期刊为准,
通常应只引用与其观点或数据密切相关的国内
外期刊中的最新文献. 期刊: 序号, 作者(列出全
体作者). 文题, 刊名, 年, 卷, 起页-止页, PMID和
DOI编号; 书籍: 序号, 作者(列出全部), 书名, 卷
次, 版次, 出版地, 出版社, 年, 起页-止页.
5 网络版的发表前链接 本刊即将开始实行网络
版的每篇文章上都有该文发表前纪录的链接, 包
括首次提交的稿件, 同行评议人报告, 作者给审

帮助. 投稿须知下载网址http://www.wjgnet.
com/1009-3079/tgxz.pdf. 审稿过程平均时间需要
14-28 d. 所有的来稿均经2-3位同行专家严格评
审, 2位或以上通过为录用, 否则将退稿或修改
后再审. 接受后的稿件作者需缴纳稿件处理费
及发表费, 文章发表后可获得1本样刊及10套单
行本(稿酬).

稿人回信和作者修回稿, 以PDF格式上传. 读者
可以针对论文、审稿意见和作者的修改情况发
表意见, 指出问题与不足; 作者也可以随时修改
完善自己发表的论文, 使文章的发表成为一个编
者、同行评议者、读者、作者互动的动态过程.

并最终审核复核稿; (5)列出作者贡献分布; (6)来
稿应附有作者工作单位的推荐信, 保证无泄密,
如果是几个单位合作的论文, 则需要提供所有
参与单位的推荐信; (7)愿将印刷版和电子版出
版权转让给本刊编辑部.
6.2 稿件修改 来稿经同行专家审查后, 认为内
容需要修改、补充或删节时, 本刊编辑部将把
原稿连同审稿意见、编辑意见寄回给作者修改,
而作者必须于15 d内将单位介绍信、作者符合
要点承诺书、版权转让信等书面材料寄回编辑
部, 同时将修改后的电子稿件上传至在线办公
系统; 逾期寄回, 所造成的问题由作者承担责任.
6.3 版权 本论文发表后作者享有非专有权, 文
责由作者自负. 作者可在本单位或本人著作集
中汇编出版以及用于宣讲和交流, 但应注明发
表于《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年; 卷(期): 起
止页码. 如有国内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复制、翻
译出版等商业活动, 须征得《世界华人消化杂
志》编辑部书面同意, 其编辑版权属本刊所有.

4 写作格式实例
4.1 述评写作格式实例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sp.asp
4.2 研究原著写作格式实例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yjyz.asp
4.3 焦点论坛写作格式实例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jdlt.asp
4.4 文献综述写作格式实例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wxzs.asp
4.5 研究快报写作格式实例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yjkb.asp
4.6 临床经验写作格式实例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lcjy.asp

6 修回稿须知
6.1 修回稿信件 来稿包括所有作者签名的作者
投稿函. 内容包括: (1)保证无重复发表或一稿多
投; (2)是否有经济利益或其他关系造成的利益
冲突; (3)所有作者均审读过该文并同意发表, 所
有作者均符合作者条件, 所有作者均同意该文
代表其真实研究成果, 保证文责自负; (4)列出通
讯作者的姓名、职称、地址、电话、传真和电
子邮件; 通讯作者应负责与其他作者联系, 修改

4.7 病例报告写作格式实例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blbg.asp

5 投稿方式
接受在线投稿, 不接受其他方式的投稿, 如
E-mail、打印稿. 在线投稿网址: http://www.
baishideng.com/wcjd/ch/index.aspx. 无法在
线提交的通过submission@wjgnet.com, 电
话: 010-8538-1892, 传真: 010-8538-1893寻求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编辑部
北京百世登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100025,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62号
远洋国际中心D座903室
电话: 010-8538-1892
传真: 010-8538-1893
E-mail: wcjd@wjgnet.com
http: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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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国内国际会议预告

2010-08-18/21
第二十一届世界癌症大会
会议地点: 深圳市
联系方式: bgs@caca.sina.net

2010-10-12/16
无创性肝纤维化诊断及常见肝病新进展学习班
会议地点: 南京市
联系方式: 025-80864021

2010-08-19/22
第二十二次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学术会议
会议地点: 苏州市
联系方式: szzyy88@163.com

2010-10-23/27
第十八届欧盟胃肠病周
会议地点: 西班牙, 巴塞罗那
联系方式: http://uegw10.uegf.org/

2010-09-01
中华医学会第十次全国消化系疾病学术会议
会议地点: 成都市
联系方式: http://www.csgd.org.cn/2010/

2010-10-28/30
中华医学会第十次全国消化系疾病学术会议
会议地点: 成都市
yjliu@cma.org.cn

2010-09-01
第二次肝纤维化、肝硬化学术会议
会议地点: 太原市
联系方式: lijiuyi@cma.org.cn

2010-11-12/15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及其并发症防治学习班
会议地点: 哈尔滨市
联系方式: liubingrong@medmail.com.cn

2010-09-08/12
第九届全国介入放射学学术大会
会议地点: 广州市
联系方式: csir2010@163.com
2010-09-09/11
中华医学会第十一次全国感染病学术会议
会议地点: 重庆市
联系方式: infectioncma@163.com

2010-11-17/20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第十四次全国学术会议
会议地点: 苏州市
联系方式: fredfeng@cma.org.cn
2010-11-17/21
消化及消化内镜前沿理论和技术学习班
会议地点: 南京市
联系方式: 025-80004616

2010-09-10/12
第四届国际肝病学会年会
会议地点: 加拿大, 蒙特利尔
联系方式: info@ilca-online.org

2010-11-18/21
第十四届全国胆道外科学术会议暨2010中国国际肝胆外
科论坛
会议地点: 上海市
联系方式: ncbs_cifhbs@126.com

2010-09-15/17
临床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研讨会
会议地点: 长春市
电子邮箱: jianchengxu@yeah.net

2010-12-02/06
第九届广东省消化内镜学术年会
会议地点: 广州市
联系方式: 020-61641541

2010-09-16/19
第十三届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暨2010年CSCO学术年会
会议地点: 北京市
联系方式: http://reg.csco.org.cn/reg2010/

2010-12-03/06
肿瘤多学科综合诊治新概念学术研讨会
会议地点: 三亚市
电子邮箱: wetogether@126.com

2010-09-21/25
肝脏疾病病理基础及治疗进展
会议地点: 西安市
联系方式: 029-85323924

2010-12-26/30
肝胆疾病-肝功能衰竭治疗新理念
会议地点: 南京市
联系方式: 025-83106666-66866

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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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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