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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中医辨证中肝郁
胃痛的论述可上
溯《黄帝内经》,
西医学发展史中
身心医学的理论
和方法已经被越
来越多的基础与
临床医学家所认
同并应用.

Abstract

AIM: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EA) at Ganshu and Liangqiu on expression of braingut peptide somatostatin (SS) and
hippocampal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mRNA in rats with depression associated gastric ulcer, and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METHODS: After the open field test, 60 qualified rat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 normal group (n = 15), a
model group (n = 15), a Western medicine
group (n = 15), and an electroacupuncture (EA)
group (n = 15). Except the normal group, the remaining three groups were subjected to induction of chronic unpredictable stimulation elicited depression with acetic acid. The EA group
was given acupuncture at Ganshu and Liangqiu
for 13 d, and the Western medicine group was
given omeprazole orally [4.2 mg/(kg•d)]. After
treatment, the rats’ general state, open-field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gastric ulcer index were
recorded. The expression of SS in the hypothalamus and gastric antral mucosa was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the expression
of BDNF mRNA in the hippocampus was measured by RT-PCR.
R E S U LT S : After modeling, compared to
the normal group, both crossing and rear-

■同行评议者

王邦茂, 教授, 天
津医科大学总医
院消化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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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肠互动理论是
身心医学研究的
亮点, 通过免疫
学、生物信息
学、微生物学等
技术手段对脑肠
之间的双向调节
作用探索发展迅
速. 中医病症结合
模型概念的提出
为中西医学疾病
相关联提供了一
架桥梁, 然而, 中
医病症结合动物
模型仍是新兴事
物亟待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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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numbers in the open field tests on days
21 and 34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model group (23.28 ± 4.13 vs 38.35 ± 6.65, 9.89
± 3.31 vs 19.34 ± 2.56; 27.19 ± 3.72 vs 38.87 ±
4.89, 10.58 ± 2.47 vs 20.68 ± 3.54; P < 0.01);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model group, both
crossing and rearing numbers on day 34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EA and Western medicine groups (34.78 ± 6.54 vs 27.19 ±
3.72, 33.24 ± 4.54 vs 27.19 ± 3.72; 17.78 ± 2.09
vs 10.58 ± 2.47, 16.32 ± 3.01 vs 10.58 ± 2.47; P
< 0.01). Compared to the model group, the
gastric ulcer indexes in the EA and Western
medicin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2.14 ± 0.75 vs 4.75 ± 0.46; 2.10 ± 0.32 vs 4.75
± 0.46; P < 0.01). Following modeling, SS expression levels in the gastric antrum and hypothalamu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0.09887 ± 0.0073 vs 0.16675 ± 0.0046;
0.09500 ± 0.0063 vs 0.14462 ± 0.0050; P < 0.05),
but they were increased in the EA and Western medicine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0.12562 ± 0.0031 vs 0.09887 ± 0.0073,
0.12538 ± 0.0043 vs 0.09887 ± 0.0073; 0.11312
± 0.0054 vs 0.09500 ± 0.0063, 0.11900 ± 0.0056
vs 0.09500 ± 0.0063; P < 0.05). Hippocampal
BDNF mRNA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model group than in the normal
group (0.2775 ± 0.00712 vs 0.6899 ± 0.03245;
P < 0.01), bu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A (0.6547 ± 0.01907 vs 0.2775 ± 0.00712; P <
0.01) and Western medicine groups (0.4162
± 0.0088 vs 0.2775 ± 0.00712; P < 0.05) than in
the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medicine group, hippocampal BDNF mRNA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A
group (0.6547 ± 0.01907 vs 0.4162 ± 0.0088; P <
0.01).
CONCLUSION: EA at Ganshu and Liangqiu
can exert a therapeutic effect against depression associated gastric ulcer in rats possibly
via mechanisms related to modulating hippocampal and gastric SS and hippocampal BDNF
expression.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Electroacupuncture; Depression; Gastric ulcer; Somatostatin; BDNF
Ren L, Deng X, Li J, Sun JD, Fu SK. Effect of
electroacupuncture at Ganshu and Liangqiu on
expression of hippocampal and gastric somatostatin
and hippocampal BDNF mRNA in rats with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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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电针肝俞穴、梁丘穴对抑郁型胃溃
疡大鼠模型生长抑素(somatostatin, SS)及海马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的影响, 探讨电针肝俞穴、梁丘
穴对抑郁型胃溃疡的治疗机制.
方法: 所有大鼠旷场试验后选择合格大鼠60
只,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空白组(n =
15)、模型组(n = 15)、西药组(n = 15)、电针
组(n = 15). 除正常组外, 剩下的3组建立慢性
不可预见性刺激抑郁症合并醋酸烧灼胃溃疡
大鼠模型. 电针组采用电针肝俞穴、梁丘穴,
西药组采用奥美拉唑灌胃4.2 mg/(kg•d). 肝俞
穴位直刺6 mm, 梁丘穴直刺4-5 mm, 电针治疗
仪给予疏密波型, 疏波4 Hz, 密波20 Hz, 强度
以局部皮肤肌肉轻微颤动为度, 留针20 min, 1
次/d, 连续6 d, 中间休息1 d, 2 wk为1个疗程,
共13 d. 观察大鼠一般情况变化、旷场试验结
果、溃疡指数结果, 运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
下丘脑、胃窦黏膜组织中SS的表达, RT-PCR
法检测海马组织中BDNF的表达.
结果: 造模后和治疗后模型组旷场试验水平
和垂直运动均较空白组明显降低(23.28±
4.13 vs 38.35±6.65, 9.89±3.31 vs 19.34±
2.56; 27.19±3.72 vs 38.87±4.89, 10.58±2.47
vs 20.68±3.54; 均P <0.01), 而治疗后电针组
和西药组水平和垂直运动较模型组显著增
高(34.78±6.54 vs 27.19±3.72, 33.24±4.54
vs 27.19±3.72; 17.78±2.09 vs 10.58±2.47,
16.32±3.01 vs 10.58±2.47; 均P <0.01). 电针
组和西药组溃疡指数比模型组有显著降低
(2.14±0.75 vs 4.75±0.46; 2.10±0.32 vs 4.75
±0.46; 均P <0.01). 模型组胃黏膜和下丘脑
中SS表达较空白组降低(0.09887±0.0073 vs
0.16675±0.0046; 0.09500±0.0063 vs 0.14462
±0.0050; 均P <0.05), 电针组和西药组SS表达
较模型组均增高(0.12562±0.0031 vs 0.09887
±0.0073, 0.12538±0.0043 v s 0.09887±
0.0073; 0.11312±0.0054 vs 0.09500±0.0063,
0.11900±0.0056 v s 0.09500±0.0063; 均
P <0.05). 模型组海马BDNF mRNA含量较空
白组显著降低(0.2775±0.00712 vs 0.6899±
0.03245; P <0.01), 电针组海马BDNF mRNA
含量比模型组显著增高(0.6547±0.01907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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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75±0.00712; P <0.01), 西药组与模型组
比较含量增高(0.4162±0.0088 vs 0.2775±
0.00712; P <0.05). 以上指标电针组与西药
组比较除B D N F m R N 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6547±0.01907 vs 0.4162±0.0088; P <0.01)
外余者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生物医学模式转变, 心理与躯体疾病的联系性

结论: 电针肝俞穴、梁丘穴可以通过调节脑
肠肽SS及海马BDNF的表达水平, 对抑郁型胃
溃疡起到治疗作用.

factor, BDNF)的表达, 探讨电针对肝郁胃痛证治

越来越密切, 这与传统医学理论所主张的情志
与脏腑发病理论颇为一致[7]. 本次实验建立抑郁
症合并胃溃疡大鼠模型, 以电针肝俞、梁丘观
察脑肠肽生长抑素(somatostatin, SS)以及海马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疗的作用机制.
1 材料和方法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电针； 抑郁症； 胃溃疡； 生长抑素； 脑源性神
经营养因子

1.1 材料 选用SPF级♂SD大鼠, 2 mo月龄, 体质
量140-200 g, 由辽宁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提供, 动物合格证号: SCXK2010-0001. 实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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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2003年凌江
红等指出肝主疏
泄, 具有调理气
机, 调畅情志, 通
利气血的作用, 还
认为肝气郁结, 津
血不能正常为五
脏六腑及脑所用,
以致脑失所充、
脾失所养, 局部和
中枢神经系统的
脑肠肽改变终导
致消化功能紊乱.
针刺治疗的研究
发现, 针刺治疗不
仅对胃肠疾患有
治疗作用还可以
改善情绪状态.

程中对动物的处置符合《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
核心提示： 临床中某些胃肠疾患存在反复发作、
久治不愈等特点, 困扰着医生和患者, 身心医学
的发展为我们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 而中医
学在这方面的发展已有数千年之久, 发掘治疗优
势, 摒弃治疗弊端, 提供临床治疗捷径是我们一
直在做的努力.

指导性意见》的规定 [8]. 10%水合氯醛(青岛宇
龙海藻有限公司); 冰醋酸(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 D A B显色试剂盒(北京博奥森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S P、S S免疫组织化学试剂盒
(北京博奥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T-PCR试剂
盒(北京全氏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动物组织

任路， 邓雪， 李静， 孙剑端， 傅沈康． 电针肝俞穴、梁丘穴对

RNA提取试剂(TRIzol)(北京全氏金生物科技有

抑郁型胃溃疡大鼠Ｓ Ｓ及海马Ｂ Ｄ Ｎ Ｆ ｍ Ｒ Ｎ Ａ的影响． 世界华

限公司); BDNF扩增引物(北京三博远志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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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限公司); DL2000 DNA marker(北京全氏金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制旷场试验箱(自制: 80
cm×80 cm×40 cm, 并将旷场等分为25小格);
EG1150型石蜡包埋机(德国徕卡公司); LEICA

0 引言
祖国医学认为中焦脾胃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

R M2235型切片机(德国徕卡公司); B X60显微
镜(日本, OLYMPUS公司生产); SPOT-Ⅱ数码

之源, 乃全身气机升降之枢纽, 然脾胃之气全赖

成相软件(美国, DIAGNOSTIC instrument.inc);

肝木之条达; 肝在志为怒, 怒而不发则木郁, 木

MetaMorph图像分析软件(美国, Universal Imag-

郁则气不条达, 令脾气不升, 胃气不降, 肝木又

ing Corporation); 酶标仪(Gnth 52010); PCR仪、

横犯脾胃, 造成肝郁胃痛. 脾胃运化失常, 日久

电泳仪(北京六一仪器设备厂); 6805D电针治疗

气血两虚亦成“胃脘痛”. 现代身心医学发展

仪(广东汕头市医用设备厂); 0.25 mm×25 mm

史已有60余年历史[1], 认为消化性溃疡的发生主
[2]

[3]

要与神经内分泌 和社会心理因素 有关, 以脑
[4]

肠互动的形式得到广泛关注 .
针灸治疗肝郁型胃脘痛是一种有效疗法, 世

不锈钢针灸针(华佗牌苏州医疗器械); 奥美拉
唑肠溶胶囊(修正药业国药, 准字H20033484, 20
mg×14粒).
1.2 方法

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在

1.2.1 分组及处理: 首先采用Open-field法[9]作行

2002年既向各国推荐用于临床. 《内经》“偶刺

为学评分, 选择得分相近的60只大鼠, 适应性喂

者, 以手直心若背, 直痛所, 一刺前, 一刺后, 以治

养7 d后, 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西药组及

心痹 (《内经》时代心痹包含胃脘痛在内).”一

电针组, 每组15只, 除空白组外均进行抑郁症及

般先刺腰背俞穴以通阳气, 对于脏腑疼痛性疾患,

胃溃疡造模.

[5]

具有显著而迅速的止痛效果 . 梁丘为足阳明胃

1.2.2 模型制备: 抑郁症大鼠模型制备采用Will-

经郄穴, 阳经郄穴多治痛, 为治疗脏腑急性疼痛的

ner[10]传统慢性不可预见性刺激造模改良, 除空

临床效穴[6].

白组外所有大鼠进行模型制备, 造模21 d, 刺激

现代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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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建立较
为贴合临床的肝
郁胃痛动物模
型, 通过电针肝俞
穴、梁丘穴治疗,
观察脑及胃内抑
郁、胃痛相关指
标, 分析了电针在
相关部位的作用
机制. 设计西药组
与电针组的组间
比较, 探讨由西药
单一治疗胃溃疡
与针刺治疗的效
果, 对比结果提示
针刺的整体治疗
效果在本次实验
中体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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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s, 5 min; 昼夜颠倒; 电击足底, 电压50 mV,

定后都清理旷场试验箱, 谨防影响下只大鼠测

每5 s刺激1次, 间歇5 s, 共刺激10次; 束缚2 h(使

定; (2)取材及检测: 所有动物实验结束后禁食

大鼠头部在行为限制筒的开口端, 不影响其呼

12 h, 行断颈处死, 充分暴露腹腔, 取出整胃, 沿

吸为宜). 每天随机选择1种刺激, 每种刺激平均

胃大弯剪开, 将胃平铺滤纸上, 内膜向上, 显露

使用3次, 2 d之中同一刺激不在相同个体上重

溃疡面, 采用G U T H计算方法计算胃黏膜损伤

复执行, 共21 d. 胃溃疡模型的制备

[11]

: 抑郁症

指数: 损伤 ≤ 1 m m(包括斑点糜烂)计为1分; 1

造模第10 d进行胃溃疡模型的制备, 实验前大

mm<损伤≤2 mm计为2分; 2 mm<损伤≤3 mm

鼠禁食24 h, 不禁水, 称体质量, 用10%水合氯

计为3分; 3 mm<损伤≤4 mm计为4分; 损伤≥4

醛, 0.35 mL/100 g剂量麻醉, 胸腹部剃毛、消

mm计为5分. 溃疡抑制百分率 = (模型组溃疡指

毒、打开腹腔(手术切口长约2 cm), 暴露出胃,

数-电针组溃疡指数)/模型组溃疡指数×100%.

在胃窦近胃体处浆膜层下注射0.01 mL 90%的

行断颈处死, 充分暴露腹腔, 取出整胃, 切下大

冰醋酸, 注射后, 胃壁表面立即形成一个圆形或

鼠头颅, 冰上开颅, 剥取下丘脑脑组织; 取胃溃

椭圆形隆起, 然后隆起变平出现一个圆形或椭

疡组织胃窦黏膜, 固定后制备石蜡切片, 用S P

圆形的乳白色不透明区, 直径为4-5 m m, 用缝

三步法,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检测下

线将大网膜固定于注射区, 以防穿孔, 逐层缝合

丘脑及胃窦黏膜组织SS. 应用图像分析系统测

切口, 涂上一层稀释的火棉胶, 保护伤口. 胃溃

量光密度, 光镜下10倍×40倍, 进行拍照. 切下

疡造模成功后继续进行慢性不可预见性刺激,

大鼠头颅, 冰上开颅, 剥取大脑海马组织, 放入

刺激满21 d为止.

EP管中, -80 ℃冰箱中冻存, 加入裂解液, 使用

1.2.3 治疗: 治疗期给予以下处置: 模型组: 给予
抓取固定刺激, 共13 d. 电针组: 每日行电针治疗,
穴位定位参照《实验针灸学》[12], 针刺双侧“肝
俞”(位于大鼠背部, 约第九胸椎棘突下两旁肋
间, 直刺6 mm), 双侧“梁丘”(双侧后肢膝关节
外上约5 mm, 直刺4-5 mm); 电针治疗仪给予刺
激, 疏密波型, 疏波4 Hz, 密波20 Hz, 强度以局部
皮肤肌肉轻微颤动为度, 留针20 min, 1次/d, 连续
6 d, 中间休息1 d, 2 wk为1个疗程, 共13 d. 西药组:
给予奥美拉唑水悬液灌胃4.2 mg/(kg•d)(成人剂
量的6.3倍[13], 成人体质量以60 kg为标准, 成人剂
量按40 mg/d), 共13 d.
1.2.4 指标检测: 实验结束时, 除去实验过程中
大鼠死亡情况, 空白组、模型组、西药组及电
针组各剩余10、10、10、9只鼠. 对剩余鼠进行
检测: (1)一般情况及旷场试验: 实验过程中观察
记录大鼠一般情况, 包括饮食饮水、活动度、
精神状态、毛色等. 对所有实验大鼠在实验进
行的第1天(实验前)、第21天(造模后)、第34天
(治疗后)进行旷场试验. 旷场试验 [6]: 自制旷场
试验箱, 底面80 cm×80 cm, 高40 cm的黑色胶
合板制造的旷场试验箱, 用白线将底面划分成

匀浆机将组织彻底研磨, 氯仿抽提, 12000 r/min
离心并提取上层水相, 去蛋白并离心等, 重新
溶解RNA; 鉴定RNA提取纯度; 根据试剂盒说
明书运用RT-P C R检测, 引物序列B D N F上游:
5'-GGGGTTAGGAGAAGTCAAGC-3', 下游:
5'-CAGTGGGACTCCAGAAGACA-3'; β-actin
上游: 5'-ATCATGTTTGAGACCTTCAACA-3',
下游: 5'-CATCTCTTGCTCGAAGTCCA-3'. 扩
增片段长度BDNF 288 bp, β-actin 318 bp. 分别
提取空白组、模型组、电针组以及西药组处理
的大鼠海马的总mRNA, 反转录成cDNA后, 使
用B D N F特异性的引物以大鼠海马总c D N A为
模板通过PCR的方法扩增BDNF的cDNA, 通过
琼脂糖凝胶电泳的方法检测不同处理对海马
BDNF mRNA表达水平的影响. 利用凝胶成像
系统成像, 相关软件进行图像分析, 分别以电泳
条带的吸光度值之比来表示BDNF mRNA的相
对表达量.
统计学处理 所有实验数据采用SPSS16.0软
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mean±SD表示, 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和LSD 检验方法. 检验水准采取α
= 0.05. P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5个16 cm×16 cm的小正方形. 实验时选在安

2 结果

静的房间, 将大鼠放在中央格子中, 同时用摄像

2.1 针刺对大鼠一般情况的影响 造模结束后, 除

机记录大鼠运动行为. 3 min/只, 记录水平运动

空白组外大鼠普遍食欲下降、活动度减少、嗜

(以动物四爪全部穿越的格数为准)与垂直运动

睡倦卧、被毛泛泽蓬松、便质大多稀溏、表

(包括动物直立和两爪攀壁)得分. 每只大鼠测

情淡漠、反应迟缓, 溃疡术后数天内曾有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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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应用要点

各组大鼠3 min水平穿格数 (mean±SD)

分组

n

实验第1天

空白组

１０

４０．７８±６．９７

３８．３５±６．６５

３８．８７±４．８９

模型组

１０

３８．９８±８．４６

２３．２８±４．１３ｂ

２７．１９±３．７２ｂ

西药组

９

３９．２７±７．２１

２３．８９±５．１２ｂ

３３．２４±４．５４ｄ

电针组

１０

３８．７６±６．８７

２５．１３±４．０９ｂ

３４．７８±６．５４ｄ

实验第21天

身心医学在国内
的发展相对缓慢,
临床治疗过程中
对心理、情绪的
重视程度体现较
为薄弱; 中医学一
直强调天人合一
的整体观念, 是先
进的治疗理念. 本
研究提示医学工
作者在临床实践
中不仅要注重对
病的治疗, 还应多
注意对人的调治.

实验第34天

ｂ

Ｐ ＜０．０１ ｖｓ 空白组；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模型组．

表 2

各组大鼠3 min垂直穿格数 (mean±SD)

分组

n

实验第1天

实验第21天

实验第34天

空白组

１０

１８．３２±２．１２

１９．３４±２．５６

２０．６８±３．５４

模型组

１０

２０．３８±３．８７

９．８９±３．３１ｂ

１０．５８±２．４７ｂ

西药组

９

２０．１０±２．７８

１０．５６±３．４５ｂ

１６．３２±３．０１ｄ

１９．９６±３．５３

ｂ

１７．７８±２．０９ｄ

电针组

１０

3731

９．８５±２．４３

ｂ

Ｐ ＜０．０１ ｖｓ 空白组；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模型组．

表 3

学方法检测 治疗后大鼠胃黏膜及下丘脑组织中

各组溃疡指数测定结果比较 (mean±SD)

SS含量升高, 电针组、西药组与模型组比, 有统
分组

n

治疗后溃疡指数

溃疡抑制率(%)

计学意义(P <0.05)(表4). 大鼠胃窦黏膜组织、下

空白组

１０

－

－

丘脑组织SS免疫组织化学图示: 图中呈棕黄色

ｂ

模型组

１０

４．７５±０．４６

－

染色区代表SS表达, 面积越大颜色越深代表SS

西药组

９

２．１０±０．３２ｄ

５５．７９

电针组

１０

２．１４±０．７５ｄ

５４．９５

表达量越多. 空白组胃黏膜中SS免疫阳性细胞,

ｂ

Ｐ ＜０．０１ ｖｓ 空白组；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模型组．

治疗后, 电针组西药组上述一般情况明显改善;
模型组一般情况有所好转, 但观察仍差于空白
组、西药组和电针组.
2.2 大鼠旷场试验水平垂直活动比较 造模前各
组水平活动和垂直活动与空白组比较比较均没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造模后模型组、电针
组、西药组与空白组比较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 <0.01), 证明抑郁模型造模成功. 治疗后电针
与西药大鼠水平和垂直穿格数都有所增加, 电
针组、西药组与模型组比,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着色于胞浆, 分布数量最多. 电针组和西药组SS
表达量显著高于模型组(图1, 2).
2.5 治疗后大鼠海马BDNF mRNA RT-PCR检测
情况 治疗后大鼠大脑海马的BDNF mRNA运
用RT-PCR检测, 利用条带的亮度来表示mRNA
的含量, 亮度越强则含量越高, 说明m R N A表
达的越多. 反之, 则说明mRNA表达的越少. 观
察分析B D N F m R N A的表达由强到弱依次是:
空白组>电针组>西药组>模型组(表5, 图3).
BDNF mRNA积分光密度值检测结果显示, 电
针组、西药组的积分光密度比模型组显著升高
(P <0.01), 而且电针组大鼠海马BDNF mRNA的
表达量较西药组也显著升高(P <0.01).

(P <0.01)(表1, 2).

3 讨论

2.3 治疗后溃疡指数、溃疡抑制率测定 溃疡指

利用慢性不可预见性刺激制造抑郁症模型, 其

数比较中, 经过电针与西药的治疗, 电针组与西

在表面效度、结构效度[14]、预测效度上均有优

药组的溃疡指数相比模型组有显著降低(P <0.01).

势, 造模过程中动物表现出的蔗糖溶液(含热量)

电针组、西药组溃疡抑制率分别为54.95%及

的消耗量下降, 造模结束后3 wk仍然维持降低水

55.79%(表3).

平, 表现出持续特异性快感缺乏状态, 模型的持

2.4 大鼠胃黏膜及下丘脑组织中SS免疫组织化

续性足以维持治疗的时限性[15]. 考虑到临床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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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图 1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胃黏膜生长抑素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400). Ａ： 空白组； Ｂ： 模型组； Ｃ： 西药组； Ｄ： 电针组．

A

B

C

D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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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丘脑生长抑素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400). Ａ： 空白组； Ｂ： 模型组； Ｃ： 西药组； Ｄ： 电针组．

性, 胃溃疡的外观、组织形态学、复发和愈合

通过尸解研究膀胱经第一侧线的循行及腧穴时

等机制最接近人体的类型, 选用醋酸烧灼法制

就有过背俞穴是联系十二经脉枢纽的论断 [18] .

造胃溃疡模型[16,17].

《素问·脉要精微论》“头者, 精明之府; 头倾视

膀胱经的循行包括“上额, 交巅, 从巅入脑

深, 精神将夺矣. ”脑为五脏六腑精气, 神明汇

络”, 本经主治神志病. 背俞穴的疗效历来为针

聚之处. 《灵枢·本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

灸各家所青睐, 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医学界

肝为五神之魂, 随神往来并对脑神产生影响. 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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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大鼠生长抑素的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平均光密度值
(mean±SD)

表 5 各组大鼠海马组织中BDNF mRNA积分光密度值比
较 (mean±SD)

分组

n

胃黏膜生长抑素

下丘脑生长抑素

分组

n

BDNF积分光密度

空白组

１０

０．１６６７５±０．００４６

０．１４４６２±０．００５０

空白组

１０

０．６８９９±０．０３２４５

模型组

１０

０．０９８８７±０．００７３ａ

０．０９５００±０．００６３ａ

模型组

１０

０．２７７５±０．００７１２ｂ

９

ｃ

ｃ

西药组

９

０．４１６２±０．００８８ｄ

ｃ

电针组

１０

西药组
电针组

０．１２５３８±０．００４３

ｃ

１０

０．１２５６２±０．００３１

０．１１９００±０．００５６
０．１１３１２±０．００５４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空白组； ｃＰ ＜０．０５ ｖｓ 模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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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５４７±０．０１９０７ｄｆ

ｂ

Ｐ ＜０．０１ ｖｓ 空白组；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模型组； ｆＰ ＜０．０１ ｖｓ 西药组．

ＢＤＮＦ： 海马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1

2

3 4 bp

BNDF

288

β-actin

318

种情志刺激可引起脑肠肽含量和功能变化, 他们
通过中枢和局部作用改变胃肠道的血流动力学

图 3 各组大鼠海马组织中BDNF mRNA积分光密度值. １：
空白组； ２： 模型组； ３： 西药组； ４： 电针组． ＢＤＮＦ： 海马脑源性
神经营养因子．

等而改变胃肠道的功能[20,21]. Vandenberghe等[22]
认为, 肝郁胃溃疡患者可激活颞上回、脑岛、杏
仁核、眶额皮质、小脑等与内脏痛有关的感觉
中枢, 且其激活程度较健康人更高, 提示内脏高
敏感与大脑皮层内脏痛觉在胃溃疡患者身上表

俞行气除郁, 具通调脾土, 健脾生肌之意. 梁丘
穴是胃经郄穴, 是胃经气血深聚之处, 具有通
调胃腑气机、和胃通络止痛的作用. 脾胃相表
里, 共奏强健后天之本功效, 从根本意义上缓解
因气机不畅日久引起的气血不荣脏腑内伤, 气
血不通脏腑痛症. 在“治病必求与本”的传统
医学治疗思想指导下, 治则为疏肝解郁, 和胃生
肌. 电针治疗有量化的标准, 根据疾病可以选择
不同的波型. 疏密波是疏波和密波自动交替出
现的一种波型, 能克服单一波型容易产生适应
的缺点, 同时选择合适的电流大小, 使电针的刺
激强度控制在感觉阈与痛阈之间以达到最佳治
疗效果. 由于大鼠对疼痛感觉不能表达, 所以刺
激应以局部轻微肌肉颤动为度. 从旷场试验结
果可以看出, 造模结束后, 模型组、电针组和西
药组大鼠水平和垂直活动较空白组明显减少
(P <0.01), 说明大鼠在新异环境中自主行为、探

现为正相关.
SS是一种抑制型脑肠肽, 广泛存在于中枢
和外周神经系统, 在中枢神经中以下丘脑正中
隆起的浓度为最高, 在胃肠道黏膜中以胃窦和
胃体最高. 相关研究表明, SS在抑郁症的发病中
有神经肽和神经激素的双重作用 [23,24], S S在胃
溃疡发生和愈合过程中的作用研究结果并不一
致 [25,26], 本次实验中电针治疗后S S表达量有所
升高是对胃黏膜保护机制的一种体现. 通过对
胃肠运动与消化系激素分泌的抑制作用及对血
流的影响对胃黏膜起到保护作用[27,28]. 本实验发
现, 电针肝俞穴、梁丘穴对SS在下丘脑及胃黏
膜的表达有增高趋势, 这可能是电针腧穴达到
疏肝解郁治疗脏腑痛证通过脑肠肽表现出来的
一种形式.
情志因素在不同的健康状态中既可以作为

究行为与紧张度有所改变, 符合肝郁胃溃疡模

影响因素, 也可以作为病理产物加以表现[29]. 消

型行为学的改变; 经过电针治疗后, 大鼠水平和

化系统容易受到内外环境刺激及情绪的影响,

垂直活动较模型组增加, 同西药组差异不大, 说

是身心相关最敏感的器官, 有研究报道称消化

明电针可以改善肝郁胃溃疡大鼠的行为状态.

性溃疡和功能性胃肠疾病的发生与抑郁情绪密

电针肝俞穴、梁丘穴后, 电针组溃疡抑制率为

切相关[30,31]. 消化性溃疡患者在临床上表现出具

54.95%, 同西药组抑制率55.79%差异不大; 电针

有较强的抑郁和/或焦虑的负面情感因素, 其心

组胃黏膜溃疡指数较模型组减小(P <0.01), 电针

理异常率为76.1%, 比正常人群明显要高[32]. 这

治疗后溃疡面愈合情况良好, 其和胃生肌作用

种高发率的抑郁症状尤其表现在综合医院门诊

得到体现.

及住院患者身上[33,34].

中医肝主疏泄理论与西医学脑肠互动理论
[7,19]

有着相似之处

, 注意整体观念和交互影响.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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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并最终输出, 是大脑的整合中心, 其对记忆及
[36]

情绪的影响都有深入研究 . 近年提出的“抑郁
症海马神经再生障碍假说”研究发现, 抗抑郁

11

药物作用过程中, BDNF发挥了重要作用, 神经

12

营养因子的研究开辟了抑郁症发病机制的又一
途径. 本次实验中, 西药组的设立为电针腧穴的
调整整体机能以及疏肝解郁、和胃生肌的疗效

13
14

起到了说明作用. 结果显示, 西药奥美拉唑治疗
胃溃疡对于抑郁情绪有良性调整作用, 比如旷
场试验结果显示大鼠的探求欲望有所恢复, 但
是BDNF的检测结果发现, 仅针对胃溃疡的西药
治疗对海马BDNF mRNA表达量的影响不如电
针治疗效果明显. 至此说明: (1)短期内针对胃溃

15
16

17

疡的西药治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良性调节抑郁
情绪; (2)电针肝俞穴、梁丘穴对于抑郁型胃溃
疡的治疗具有先进性, 是中医“治病求本”理
念的具体表现.
以上实验结果表明电针肝俞穴、梁丘穴可
以调节脑肠肽S S及海马B D N F的表达水平, 对

18
19

20

肝郁胃痛起到良性调整作用, 进一步推测抑郁
情绪与胃溃疡在发病和治疗方面有交互性影响,

21

抑郁情绪不仅作为发病因素而且也是病理产物
存在于胃溃疡的整个病程中.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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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κB在卵圆细胞增殖和分化中的作用及黄芩苷的调节
机制
张文娟， 郭 昱， 尹崇娇， 李 元， 姚金锋， 巩翠洁

■背景资料

我国是一个肝病
大国, 每年因为重
症肝功能衰竭导
致死亡的人数约
为30.5万, 肝病的
治疗一直是医学
上的难点, 肝脏干
细胞-卵圆细胞的
发现为肝病的细
胞治疗带来新的
希望, 近年来肝卵
圆细胞在肝病中
的作用成为研究
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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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role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 in hepatic oval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baicalin against liver injury.

■同行评议者

唐世刚, 教授, 湖
南省人民医院

METHODS: 64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a sham operation group, a model
group, a low-dose baicalin group and a high-dose
baicalin group. 2-acetylaminofluorene plus 2/3
partial hepatectomy (2-AAF+2/3PH) was used to

WCJD|www.wjgnet.com

establish the hepatic oval cell (HOC) proliferation
model. The two baicalin groups were given 50
and 100 mg/kg of baicalin daily by lavage when
modeling, respectively. The rats were killed on 1,
7, 14 and 21 d after PH in each group, and serum
and liver tissu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Hepatic
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by hematoxylin and eosin (HE) staining. Immunofluorescence,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prolif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HOCs and the
expression of NF-κB.
RESULTS: The HOC proliferation model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HOC proliferation began to increase after PH, peaked on the 14th day
and decreased on the 21st day. The expression
pattern of NF-κB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roliferation pattern of HOCs, and they were both
reduced by baicalin intervention.
CONCLUSION: HOC proliferation is related to the
activation of NF-κB. Baicalin could inhibit HOC
proliferation possibly through the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and this may be a possible mechanism for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baicalin against liver injury.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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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在卵圆细胞增殖分化中的作用及黄
芩苷的调节机制.
2014-09-08|Volume 22|Issu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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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64只健康SD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
模型组、黄芩苷低剂量组和黄芩苷高剂量
组. 模型组采用2-乙酰氨基芴+2/3肝切除术
(2-acetylaminofluorene + two thirds partial
hepatectomy, 2-AAF+2/3PH)的方法建立卵圆
细胞增殖模型, 黄芩苷干预组建立模型的同时
分别给予50 mg/kg和100 mg/kg黄芩苷. 各组
分别于手术后第1、7、14、21天取材. HE染
色观察肝组织病理学表现; 免疫荧光技术、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HOC的增殖分化情况; RTPCR法和Western blot检测NF-κB表达.
结果: 本实验成功建立了卵圆细胞增殖模型,
卵圆细胞在肝切除术后第7-14天增加明显, 第
14天达到峰值, 第21天下降. NF-κB的表达趋
势与卵圆细胞增殖一致. 黄芩苷干预组卵圆细
胞和NF-κB的表达均减少, 与模型组相比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卵圆细胞生物学的复杂的生长因子和信号通路
将帮助我们阐明卵圆细胞在肝再生和肿瘤发生
方面的作用. 有研究表明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与卵圆细胞激活有关, 在
肝再生过程起重要作用[3]. 中药治疗肝损伤是一
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研究表明黄芩苷对急性肝损
伤有治疗保护作用[4,5], 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尚不
清楚. 本实验将从NF-κB信号通路入手研究其对
卵圆细胞增殖分化的影响, 并应用黄芩苷干预,
研究黄芩苷对NF-κB的影响及肝脏保护作用的
可能机制.

3737
■研发前沿

调控卵圆细胞生
物学的复杂的生
长因子和信号通
路是研究的重点
与热点, 这将帮助
我们阐明卵圆细
胞在肝再生和肿
瘤发生方面的作
用. 如何诱导其分
化为肝细胞和胆
管细胞以修复损
伤的肝脏并防止
其过度增殖转化
为癌细胞是亟待
研究的问题.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清洁级成年健康SD大鼠, 体质量200 g
±20 g, 雌雄不限, 由河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合格证编号1303121). 黄芩苷(成都曼斯特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2-乙酰氨基芴(2-acetylamino-

结论: 卵圆细胞的增殖和分化与NF-κB的激活
有关. 黄芩苷可能通过抑制NF-κB信号通路而
抑制卵圆细胞的增殖, 并诱导卵圆细胞向成熟
的肝细胞及胆管细胞分化, 这可能是黄芩苷作
用于肝脏的一种机制.

fluorene, 2-AAF)(阿拉丁试剂有限公司); 兔抗大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超纯RNA提取试剂盒, HiFi-MMLV cDNA第一

鼠甲胎蛋白(α-fetoprotein, AFP)单克隆抗体, 兔
抗大鼠CK19单克隆抗体(Proteintech Group. Inc
公司), 鼠抗大鼠OV6单克隆抗体, c-kit单克隆抗
体(Santa Cruz公司), NF-κB p65抗体(Bioworld),
链试剂盒(北京康为世纪生物科技公司).

关键词： 核转录因子－κＢ； 黄芩苷； 肝损伤； 卵圆细
胞； 增殖； 分化

1.2 方法

核心提示： 本实验成功建立了卵圆细胞增殖的肝
损伤模型, 证明了卵圆细胞的增殖分化与核转录
因子-κB(nuclear factor-kappa B, NF-κB)有关. 并
应用黄芩苷干预, 结果显示黄芩苷可通过抑制
NF-κB信号传导通路, 从而抑制卵圆细胞的增殖,
并诱导增殖的卵圆细胞向成熟的肝细胞及胆管
细胞分化.

为假手术组(A)、模型组(B)、黄芩苷低剂量组

张文娟， 郭昱， 尹崇娇， 李元， 姚金锋， 巩翠洁． Ｎ Ｆ－κ Ｂ在卵

1.2.1 分组及取材: 将64只健康S D大鼠随机分
(C)、黄芩苷低剂量组(D). 假手术组常规饲养,
术中仅将肝左叶、中叶、尾状叶置于腹腔外10
min, 不做切除, 送还腹腔后关腹. 模型组以每天
15 mg/kg的2-AAF连续灌胃4 d, 第5天行2/3部分
肝切除, 然后继续灌胃5 d. 黄芩苷干预组在造模
的同时分别给予50 mg/kg、100 mg/kg的黄芩苷
灌胃, 直至处死. 各组分别于手术后1、7、14、

圆细胞增殖和分化中的作用及黄芩苷的调节机制． 世界华

21 d收集肝组织标本.

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７３６－３７４３ URL: http://www.

1.2.2 显微镜观察及图像分析: 常规石蜡包埋、

wjgnet.com/1009-3079/22/3736.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736

切片, 脱水后苏木素-伊红(HE)染色, 显微镜下
观察肝组织结构. 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
检测AFP、CK19及c-kit的表达, 免疫荧光染色

0 引言

检测O V6表达, 分别对各实验组进行100倍和

肝病的治疗一直是医学上的难点, 肝脏干细胞的

400倍的显微照相, 选择有意义的视野, 计数并

发现为肝病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近年来卵圆细

分析数据.

胞成为研究的热点, 被认为具有治疗急慢性肝

1.2.3 Western blot检测NF-κB p65蛋白的表达: 将

[1]

损伤的潜能 , 另一方面也有认为卵圆细胞过度

留取的100 mg肝组织置入匀浆管壶腹部, 用剪

增殖转化为癌, 与肝癌的发生有关系, 有文献支

刀将其剪碎, 加入1 mL RIPA裂解缓冲液, 研磨、

[2]

持卵圆细胞是肝癌的起源这个学说 . 理解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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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卵圆细胞
增殖分化为成熟
肝细胞和胆管细
胞促进肝损伤的
修复; 另一方面卵
圆细胞与肝癌的
发生有关. 核转录
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信号传导
通路在一些与细
胞增殖调控有关
的基因转录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 在
肝损伤过程中NFκB的活性明显升
高, 他在肝细胞增
殖和肝再生过程
中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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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免疫荧光技术检测术后第14天肝组织OV6表达情况(×400). Ａ： 假手术组； Ｂ： 模型组； Ｃ： 黄芩苷低剂量组； Ｄ： 黄芩苷高
剂量组．

结果定量分析选用美国Kodak公司ID成像分析

质细胞出现变性坏死. 术后第1天, 偶可见卵圆

系统软件.

细胞. 术后第7天可见到肝小叶汇管区周围有散

1.2.4 RT-PCR法检测NF-κB mRNA表达: 提取样

在或呈簇状分布的卵圆细胞. 术后第14天汇管

本总RNA、RNA电泳、RNA消化、反转录过程

区及小叶内胆管周围出现大量卵圆细胞, 并且

按照说明书步骤进行. 引物设计: NF-κB上游引

周围肝实质内也可见大量散在的卵圆细胞. 术

物: 5'-ACGATCTGTTTCCCCTCATC-3', NF-κB

后第21天可见肝细胞再生, 肝小叶结构渐恢复

下游引物: 5'-GCTTCTCTCCCCAGGAATACT-

完整, 组织内的卵圆细胞数量减少. 黄芩苷干预

GCC-3', 内参β-actin上游引物: 5'-TGGAGTC-

组术后肝组织标本各时间点卵圆细胞增生的数

TACTGGCGTCTT-3', 内参β-actin下游引物:

目较模型组少, 分布范围较小, 且黄芩苷高剂量

5'-TGTCATATTTCTCGTGGTTCA-3'. 扩增程序

组减少更明显.

为: 95 ℃ 10 min, (95 ℃ 15 s, 60 ℃ 60 s)×45个

2.2 卵圆细胞增殖情况 假手术组偶可见OV6阳

循环. 分别用目的基因引物和内参基因引物进

性染色细胞, 在各时间点间无明显差别(P >0.05).

行扩增. 实时荧光定量PCR中每个样本重复3次,

模型组在大鼠肝切除术后第1天可见少量阳

取其平均值为Ct值, 按照2

-△△Ct

相对定量计算公

式, 计算出各样品的目的基因相对定量结果.

性细胞, 第7天增多, 14天达峰值, 21天下降, 与
假手术组相比明显增多,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统计学处理 数据均以mean±SD表示, 应用

(P <0.05). 黄芩苷干预组较模型组卵圆细胞减少,

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多组间计量资料均

且高剂量组较低剂量组减少更明显, 各组间差

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组间比较采用SNK 检验.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别有统计学意义(P <0.05)(图1).
2.3 卵圆细胞分化情况 模型组C K19、c-k i t、
AFP表达均在大鼠肝切除术后第7-14天增加明
显, 第14天达到峰值, 第21天下降, 与OV6表达

2 结果

趋势一致. 在1、7、14、21 d与假手术组相比均

2.1 肝组织学观察 假手术组大鼠肝小叶结构正

明显升高, 定量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常, 未见到典型的卵圆细胞. 模型组大鼠肝组织

黄芩苷干预组CK19的表达增加, c-kit、AFP的

内可见到大量炎细胞浸润, 肝小叶结构破坏, 实

表达下降, 黄芩苷高剂量组变化更明显, 各组间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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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在体外
卵圆细胞的增殖
过程与NF-κB的
激活有关, 然而在
肝损伤中体内NFκB是否参与肝卵
圆细胞增殖分化
的调控呢, 本实验
对其进行了初步
研究, 并应用黄芩
苷进行干预, 首次
发现了黄芩苷可
能通过NF-κB信
号通路作用于卵
圆细胞.

图 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术后第14天肝组织CK19表达情况(×400). Ａ： 假手术组； Ｂ： 模型组； Ｃ： 黄芩苷低剂量组； Ｄ：
黄芩苷高剂量组．

A

B

C

D

图 3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术后第14天肝组织c-kit表达情况(×400). Ａ： 假手术组； Ｂ： 模型组； Ｃ： 黄芩苷低剂量组； Ｄ：
黄芩苷高剂量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图2-4)

显增加,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与模型组

2.4 N F-κ B表达情况 实时荧光定量P C R和

比较, 黄芩苷干预组N F-κ B表达减少, 随时间

Western blot检测均显示, 模型组NF-κB表达第

变化呈下降趋势, 且黄芩苷高剂量组较低剂量

1-14天呈上升趋势, 14 d达到峰值, 第21天下

组下降更明显, 三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降, 与卵圆细胞增殖趋势一致, 较假手术组明

(P <0.05)(图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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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肝卵圆细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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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恶性变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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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术后第14天肝组织甲胎蛋白表达情况(×400). Ａ： 假手术组； Ｂ： 模型组； Ｃ： 黄芩苷低剂量
组； Ｄ： 黄芩苷高剂量组．
A

1d

7d

14 d

21 d

1d

1

1

2

2

3

3

4

4
NF-κB

14 d

21 d

Actin

B 2.5

假手术组
模型组
黄芩苷低剂量组
黄芩苷高剂量组

2.0

表达量

7d

1.5
1.0
0.5
0.0

1

7

t /d

14

21

图 5 Western blot检测NF-κB的表达结果.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结果． １： 假手术组； ２： 模型组； ３： 黄芩苷低剂量组； ４： 黄芩苷高剂
量组； Ｂ： 相对表达量． ＮＦ－κＢ： 核转录因子－κＢ．

3 讨论

多种因素均可导致肝细胞损害. 当前肝病的治

肝病是危害人类健康常见的严重疾病, 体内外

疗缺乏有效的措施, 对于终末期肝病, 肝移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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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圆细胞: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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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肝细胞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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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呈卵圆形, 胞
浆少而浅染的细
胞, 命名为卵圆细
胞, 此后研究发现
此类细胞可分化
为肝细胞和胆管
细胞, 认为他是一
种肝脏干细胞.

1.5
1.0
0.5
0.0

1

7

14

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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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图 6 PCR检测核转录因子-κB mRNA的表达结果.

认为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 但是由于肝源的短

卵圆细胞增殖受多种信号通路的调节, 已

缺、免疫排斥和治疗费用等问题, 仍然使数以

有研究证明在卵圆细胞的增殖过程中NF-κB和

万计的患者不能得到救治. 近年来, 随着肝干细

STAT3被激活 [18]. NF-κB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

胞的发现和体外培养的成功, 从分子水平探讨

中, 作为信号传导途径中的中枢, 是一种重要的

肝损伤修复的机制成为研究的热点, 也为肝病

核转录因子, 与肿瘤、炎症、免疫等密切相关.

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NF-κB为一个转录因子蛋白家族, 包括5个亚单

卵圆细胞是一种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肝脏

位: p65、p52、cRel、p50和RelB[19]. 两个亚基

干细胞, 具有形态小、核质比高的特点, 定位于

一起可以形成同源或异源二聚体, 再与靶基因

移行胆管或终末小胆管形成的Hering管, 在正常

上特定的序列结合来调节基因的转录. 在静息

情况下含量非常少, 通常是无法检测到, 但当肝

细胞中, NF-κB与NF-κB的抑制蛋白(inhibitor of

脏受到严重损伤, 肝细胞增殖受阻和延迟时起

NF-κB, IκB)形成复合体, 以无活性的形式存在

, 此时卵圆细胞开始被激活, 可分化

于细胞浆中 [20,21]. 当细胞受到各种信号刺激后,

为肝细胞和胆管细胞, 参与肝损伤的修复[8-12]. 卵

IκB激酶复合体(IκB kinase, IKK)被激活, 磷酸

圆细胞能表达白蛋白(albumin, ALB)、AFP、

化IκB, 使NF-κB暴露核位点. 游离的NF-κB将

重要作用

[6,7]

CK19、OV6、Thy-1、Sca-1、c-kit等

[13]

, OV6

快速转移到细胞核中, 与特异性的κB位点序列

, 卵圆细胞

结合, 从而诱导相应的基因转录. 近年来研究发

还表达干细胞标志物c-k i t、胎肝细胞标志物

现, 一些与细胞增殖调控有关的基因转录过程

AFP及成熟胆管细胞标志物CK19等. 本实验采

中N F-κ B信号传导通路起重要作用, N F-κ B的

用OV6阳性细胞计数卵圆细胞, 并根据c-kit、

活化可启动转录的开始. 在肝损伤过程中N F-

A F P、C K19的定量表达来反应卵圆细胞向成

κB的活性明显升高, 他在肝细胞增殖和肝再生

熟细胞分化的情况. 2-乙酰氨基芴+2/3肝切除

过程中是必须的 [3] . 但是N F-κ B作用尚存在争

(2-AAF+2/3PH)大鼠模型为最常用的卵圆细胞

议, 在不同的生理和病理条件下可能起不同的

是卵圆细胞特异性分子标志物

[15-17]

[14]

, 其原理是由于2-A A F是一种肝

作用, 与炎症和肿瘤的发生有关系, 可以作为药

细胞毒性药物, 能够特异性抑制肝细胞增殖而

物治疗疾病的一个靶点 [22]. 有文献报道T N F能

不影响卵圆细胞, 肝2/3切除使肝细胞大量丢失,

激活体外卵圆细胞系的增殖, 这个作用与激活

肝细胞生长反馈信息缺失导致卵圆细胞的快速

NF-κB和STAT3有关[23], 在体外NF-κB保护肝细

生长. 本课题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成功建立了

胞和其他肝细胞系对抗凋亡[24]. 然而在体内NF-

2-AAF+2/3PH急性肝损伤的卵圆细胞增殖模型,

κB是否参与肝卵圆细胞增殖分化的调控呢, 本

HE染色、电镜及OV6免疫荧光染色均证明了卵

实验分别通过Western blot和PCR方法, 检测NF-

圆细胞的存在, 并发现卵圆细胞的增殖规律为

κB蛋白表达及NF-κB mRNA的表达, 结果显示

在PH术后第1天可见少量卵圆细胞, 1-14 d呈增

在体内随时间变化其表达结果与卵圆细胞增殖

多趋势, 14 d达高峰, 之后开始下降. 这为进一步

趋势一致, 从术后第1天开始增多, 在第14天达

研究卵圆细胞的增殖分化打好基础.

高峰, 第21天下降, 从而说明NF-κB与卵圆细胞

增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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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在原有
基础上研究了NFκB在肝卵圆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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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κB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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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调节作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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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可能的临床应
用中提供了较好
的实验数据. 在肝
病的细胞治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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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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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增殖分化受NF-κB信号通路的调节; 黄芩

, NF-κB

苷具有抗氧化、抗自由基的作用, 作用于NF-κB

可能促进了卵圆细胞的增殖, 在肝损伤的修复

信号通路, 调节卵圆细胞的增殖分化, 可促进其

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向肝细胞及胆管细胞分化. 但是影响卵圆细胞

化的调控. 这与之前研究的结果一致

但是对于卵圆细胞的作用一直以来是有争

增殖分化的信号通路及因子众多, 本实验的不

议的, 他对于肝损伤修复起双刃剑的作用, 一方

足之处在于没有应用NF-κB抑制剂干预进一步

面增殖的卵圆细胞分化为成熟肝细胞和胆管细

验证NF-κB与卵圆细胞增殖的关系, 另外应用黄

胞, 促进肝脏损伤的修复; 另一方面大量研究证

芩苷体外定向诱导卵圆细胞分化尚需要进一步

明他与肝癌的发生有关

[25-27]

. 从而推测卵圆细胞

适度的增殖有助于肝脏的修复, 而一旦失去了

探究, 肝病的治疗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继续进
一步研究.

调控过度增殖, 有可能转变为癌. 如何通过信号
通路调控卵圆细胞, 促使其向成熟肝细胞或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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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g蛋白与重症急性胰腺炎肠黏膜损伤的关系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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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重症急性胰腺
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是临床常见的
急腹症, 其发病
急, 并发症多, 在
治疗原发病的同
时对于肠黏膜屏
障的保护对减轻
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多器官
功能障碍综合症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等
的发生至关重要.
胰岛再生源蛋白
(regenerating isletderived protein,
Reg)蛋白在多种
生理、病理活动
中发挥重要作
用, 在消化系统肿
瘤、胃溃疡、胰
腺组织、心肌梗
死方面有研究报
道, 但其在肠黏膜
屏障损伤中的作
用研究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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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regenerating islet-derived proteins (Reg)Ⅰand Ⅲ in the intestinal mucosa of ra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and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s of RegⅠand Ⅲ and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damage.

■同行评议者

谭晓冬, 教授, 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
盛京医院

METHODS: Seventy-two adult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 normal
control (N) group, an SAP (S) group, and a
pyrrolidine dithiocarbamate (PDTC, 10 mg/
kg) pretreatment (P) group. Each group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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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subgroups for testing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12 and 24 h), with 12
rats in each subgroup. The rats in the S group
were given 20% L-arginine (L-Arg, 2.5 g/kg)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twice at one-hour
interval to induce SAP. The N group was given
equal volume of normal saline. The P group
was given PDTC 10 mg/kg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1 h before the first injection of L-Arg.
All rats were killed 12 h or 24 h after L-Arg
injection to collect blood, pancreatic and intestinal tissue samples.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pancreatic and intestinal tissues were observed
and graded under an optical microscope.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the levels of serum
interleukin 22 (IL-22),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intestinal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I-FABP). The expression of RegⅠand Ⅲ
mRNAs in intestinal tissue was evaluated by
RT-PCR. The levels of RegⅠ, Ⅲ and nuclearfactor κB (NF-κB) proteins in intestinal tissue
were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In the SAP group, the scores of pancreatic changes (12 h: 8.92 ± 1.130; 24 h: 11.31
± 1.609) and intestinal mucosal changes (12 h:
3.79 ± 0.689, 24 h: 4.33 ± 0.354), and the levels of
IL-22 (12 h: 712.46 ng/mL ± 81.549 ng/mL, 24
h: 751.02 ng/mL ± 104.054 ng/mL), TNF-α (12
h: 138.08 ng/mL ± 20.369 ng/mL, 24 h: 159.43
ng/mL ± 24.46 ng/mL), I-FABP (12 h: 338.04
IU/mL ± 61.876 IU/mL, 24 h: 395.26 IU/mL ±
58.547 IU/mL), intestinal NF-κB p65 (12 h: 0.51
± 0.065, 24 h: 0.60 ± 0.066), RegⅠprotein (12 h:
0.45 ± 0.047, 24 h: 0.56 ± 0.033), and Reg Ⅲ protein (12 h: 0.70 ± 0.084, 24 h: 0.92 ± 0.163)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5)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S group,
pretreatment with different doses of PDTC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above parameters (P <
0.05), although the levels of these parameters
were sti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 group (P < 0.05). There were positive correlations among RegⅠand Ⅲ protein expression,
intestinal mucosal pathological score, IL-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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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BP, TNF-α, and NF-κB p65 expression.
CONCLUSION: RegⅠand Ⅲ protein expression
is upregulated in SAP, which is possibly associated with intestinal mucosa damage and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activation.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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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胰岛再生源蛋白(regenerating isletderived protein, Reg)Ⅰ、Ⅲ在大鼠重症急性胰
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小肠中表
达, 评价RegⅠ、Ⅲ水平与肠黏膜屏障损伤的
关系, 并初步探其作用机制.
方法: 72只SD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N)、重症
急性胰腺组(S)、10 mg/kg吡咯烷二硫代氨基
甲酸盐(pyrrolidine dithiocarbamate, PDTC)预
处理组(P)各为12 h及24 h两组. S组腹腔注射
20%L -精氨酸2.5 g/kg大鼠体质量2次, 中间间
隔1 h; N组于腹腔注射等体积0.9%氯化钠; P
组: 于造模前1 h腹腔注射PDTC 10 mg/kg预
处理. H E染色观察胰腺、小肠的病理变化,
ELISA方法检测血清中白介素22(interleukin
22, IL-22)、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 a c t o r-α, T N F-α)及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intestinal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 I-FABP)水
平, RT-PCR测定小肠组织中RegⅠ、Ⅲ mRNA
表达含量, Western blot检测小肠组织中核转录
因子κB(nuclear-factor κB, NF-κB) p65及Reg
Ⅰ、Ⅲ蛋白水平.
结果: (1)S A P组在胰腺评分(S12 h 8.92±
1.130, S24 h 11.31±1.609)、肠道评分(S12 h
3.79±0.689, S24 h 4.33±0.354)、IL-22(S12
h 712.46 ng/mL±81.549 ng/mL, S24 h 751.02
ng/mL±104.054 ng/mL)、TNF-α(S12 h 138.08
ng/mL±20.369 ng/mL, S24 h 159.43 ng/mL±
24.46 ng/mL)、I-FABP(S12 h 338.04 IU/mL±
61.876 IU/mL, S24 h 395.26 IU/mL±5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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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U/mL)、RegⅠ蛋白(S12 h 0.45±0.047, S24 h
0.56±0.033)、Reg Ⅲ蛋白(S12 h 0.70±0.084,
S24 h 0.92±0.163)、NF-κB p65蛋白(S12 h
0.51±0.065, S24 h 0.60±0.066)水平较对照组
均有明显升高(P <0.05); (2)应用PDTC预处理
后各指标较SAP组均有表达降低(P <0.05), 但
仍高于对照组(P <0.05); (3)RegⅠ、Ⅲ蛋白表
达与肠黏膜病理评评分、I L-22、I-FA B P、
TNF-α及NF-κBp65表达呈正相关.
结论: SAP时大鼠小肠组织RegⅠ、Ⅲ表达上
调, 与肠黏膜损伤及NF-κB通路活性相关.

3745
■研发前沿

SAP时Reg家族
参与胰腺炎的发
生、发展, 在胰
腺组织中表达上
调且对损伤的胰
腺组织起修复作
用, 尤其再生基因
RegⅠ 、Ⅲ 在急性
胰腺炎中的作用
在日益受到重视,
然在SAP肠黏膜
损伤中研究甚少.
Reg家族在炎症及
损伤修复方面的
作用已成为研究
热点.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胰岛再生源蛋白Ⅰ； 胰岛再生源蛋白Ⅲ； 急
性胰腺炎； 核转录因子κＢ； 肠黏膜屏障； 肠型脂肪
酸结合蛋白
核心提示： 重症急性胰腺炎(s ev er e acu te p ancreatitis)大鼠小肠胰岛再生源蛋白(regenera-ting
islet-derived protein, Reg)Ⅰ、Ⅲ蛋白表达增高,
RegⅠ、Ⅲ为肠黏膜屏障中调节因子之一, 且其
表达可能与白介素22(interleukin 22)、肿瘤坏死
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等炎症因子有关,
其表达可部分通过核转录因子κB(nuclear-factor
κB)通路调节.
马树灿， 姚金锋， 郭昱， 崔东来， 杨欢， 韩金丽． Ｒ ｅ ｇ蛋白与重
症急性胰腺炎肠黏膜损伤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世界华人
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７４４－３７５２ URL: http://www.

wjgnet.com/1009-3079/22/3744.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744

0 引言
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是临床常见的急腹症, 其发病急、病情进展快,
并发症多. 近几年研究显示SAP时肠黏膜屏障功
能受损, 容易发生肠屏障功能障碍(intestine barrier functional disturbance, IBFD), 使肠黏膜通透
性增加, 是导致肠道细菌及内毒素发生移位, 加
速败血症的进程, 诱发和加重全身炎症反应综
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 甚至会引起死
亡, 因此在治疗原发病的同时对肠黏膜屏障的
保护至关重要. 近年来胰岛再生源蛋白(regenerating islet-derived protein, Reg)在SAP发生发展
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引起广泛关注, 但其在肠黏
膜屏障损伤中的作用研究甚少. 本实验旨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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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g等报道白介
素22(interleukin
22)能够通过诱导
RegⅢ的表达来
抑制鼠类柠檬酸
杆菌(Citrobacter
rodentium )感染
结肠, 以保护结
肠上皮免受损伤.
Brandl等报道小
鼠肠道细菌可以
通过激活TLRMyD88信号通路
诱导RegⅢγ表达,
来抑制肠道病原
菌的生长.

表 1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胰腺组织病理Shmidt评分标准

第２５期

肠黏膜组织病理Chiu评分标准

症状

分值

水肿

０

无

０

肠黏膜绒毛正常

１

小叶间区域性水肿

１

绒毛顶端上皮下出现囊状间隙， 并伴有毛细血管

２

小叶间弥漫性水肿

充血
上皮下间隙扩大， 中度固有层水肿， 中央乳糜管扩张

腺泡坏死

出血

炎细胞浸润

镜下表现

表 2

第２２卷

分值

病理表现

３

腺泡肿胀， 小叶间隔增大

２

４

小叶明显分隔

３

固有层明显水肿， 肠黏膜上皮层细胞变性、坏死、

０

无

１

１－４个坏死细胞／ＨＰＦ

４

少数绒毛顶端脱落
上皮细胞层变性、坏死、脱落、部分绒毛脱落， 固

２

５－１０个坏死细胞／ＨＰＦ

３

１１－１６个坏死细胞／ＨＰＦ

５

有层裸露， 毛细血管扩张、充血
绒毛脱落、固有层崩解， 出血或溃疡形成

４

≥１７个坏死细胞／ＨＰＦ大片融合坏死

０

无

１

１－２个出血灶

２

３－４个出血灶

1.2.2 造模: 本研究同尚宏清等 [1] 的实验采用

３

５－６个出血灶

20%L -精氨酸腹腔注射, 间隔1 h制造大鼠SAP模

４

＞７个出血灶

０

０－１个炎症细胞／ＨＰＦ

型. S组腹腔注射20%L -精氨酸2.5 g/kg 2次(总共

１

２－１０个炎症细胞／ＨＰＦ

２

１１－２０个炎症细胞／ＨＰＦ

３

２１－３０个炎症细胞／ＨＰＦ

于造模前1 h腹腔注射PDTC 10 mg/kg预处理. 各

４

＞３０个炎症细胞／ＨＰＦ

组造模成功后12 h及24 h处死实验大鼠, 开腹后

禁食12 h, 不禁饮水.

5 g/kg大鼠质量), 间隔1 h, 诱导重症急性胰腺炎
模型; N组于腹腔注射等体积0.9%氯化钠; P组:

观察胰腺、肠道及周围组织情况并取血、胰腺
ＨＰＦ： 高倍视野．

及小肠组织.
1.2.3 指标检测: (1)胰腺和小肠组织的病理学检

过测定RegⅠ、Ⅲ蛋白及mRNA在SAP大鼠小

查: 胰腺、小肠组织置于4%中性多聚甲醛固定

肠中的表达, 评价RegⅠ、Ⅲ水平与肠黏膜屏障

24 h后, 常规脱水、石蜡包埋、切片、HE染色,

损伤的关系; 并通过分析应用特异性核转录因

进行光镜观察. 用单盲法对胰腺、小肠组织进

子κB(nuclear-factor κB, NF-κB)抑制剂吡咯烷

行病理评分, 胰腺采用Shmidt评分[2](表1), 小肠

二硫代氨基甲酸盐(pyrrolidine dithiocarbamate,

组织采用Chiu[3]肠黏膜损伤评分方法(表2); (2)

PDTC)预处理后的小肠RegⅠ、Ⅲ的变化, 初步

血清TNF-α、IL-22、I-FABP的检测: 均采用双

探讨Reg家族与NF-κB通路的关系.

抗体夹心ABC-ELISA方法检测, 步骤严格按照
试剂盒要求操作; (3)采用Western blot方法测定

1 材料和方法

小肠组织RegⅠ、Ⅲ及NF-κB p65蛋白的表达;

1.1 材料 健康成年SD大鼠72只, 清洁级, 雌雄各

(4)采用荧光PCR(Real Time PCR, RT-PCR)的

半, 质量250-280 g, 河北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提

方法检测小肠组织中的RegⅠ、Ⅲ mRNA的表

供. 大鼠白介素22(interleukin 22, IL-22)、肿瘤

达量. 参阅相关文献和计算机软件分析设计引

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及肠

物, 引物由北京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

型脂肪酸结合蛋白(intestinal fatty acid binding

成. PCR引物序列设计如下: RegⅠ上游引物序

protein, I-FABP), ELISA试剂盒均购自上海拜沃

列: 5'-GACACTGGGTATCCTAACAA-3', 下游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gⅠ多克隆抗体购自美国

引物序列: 5'-AGGCTTTGAACTTGCAGACA-3',

abcam公司, RegⅢ多克隆抗体购自北京博奥森

预计扩增长度为127 bp. RegⅢ上游引物序列:

公司, 兔抗大鼠NF-κB p65抗体购自武汉博士德

5'-TATACCTTGGTCACGACACT-3', 下游引物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序列: 5'-ATGTCTTGGTTGTTCAC-3', 预计扩

1.2 方法

增长度为152 bp. GAPDH上游引物序列: 5'-TG-

1.2.1 分组: 将SD大鼠随机分为6个组: 对照组(N

GAGTCTACTGGCGTCTT-3', 下游引物序列:

组)、重症急性胰腺组(S组)、PDTC预处理组(P

5'-TGTCATATTTCTCGTGGTTCA-3'. 预计扩增

组), 每个组又分为12 h及24 h两个亚组. 实验前

长度138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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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创新盘点

各组胰腺及肠道评分 (mean±SD)

胰腺评分

分组

肠道黏膜评分

12 h

24 h

12 h

24 h

Ｎ组

１．０８±０．７６４

１．４６±０．４１１

０．５４±０．３１７

０．５４±０．３１７

Ｓ组

８．９２±１．１３ｂ

１１．３１±１．６０９ｄｉ

３．７９±０．６８９ｂ

４．３３±０．３５４ｄｉ

Ｐ组

３．７７±１．１５ｂｆ

１．０８±０．４０４ｂｆ

１．４５±０．５３４ｄｈ

５．００±０．９４９ｄｈｉ

ｂ

ｉ
Ｐ ＜０．０１ ｖｓ Ｎ１２ ｈ组；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Ｎ２４ ｈ组； ｆＰ ＜０．０１ ｖｓ Ｓ１２ ｈ组； ｈＰ ＜０．０１ ｖｓ Ｓ２４ ｈ组； Ｐ
＜

０．０５ ｖｓ 该组１２ ｈ． Ｎ组： 对照组； Ｓ组： 重症急性胰腺组； Ｐ组： ＰＤＴＣ预处理组．

1

2

3747

3

NF-κB p65 12 h

间进展而渐进性加重. 肠道H E染色S组上皮细
胞层坏死、脱落, 部分绒毛形态不规则、部分
脱落, 固有层崩解, 毛细血管扩张、充血, 炎症

NF-κB p65 24 h

本实验旨在通过
测定RegⅠ、Ⅲ
蛋白在SAP大鼠
小肠中的表达, 评
价RegⅠ、Ⅲ水
平与肠黏膜屏障
损伤的关系; 并
通过分析应用特
异性核转录因子
κB(nuclear-factor
κB, NF-κB)抑制
剂PDTC预处理后
的小肠RegⅠ、Ⅲ
的变化, 初步探讨
Reg蛋白家族与
NF-κB通路的关
系. 为Reg蛋白在
肠黏膜屏障中的
作用打下基础.

细胞的浸润, 24 h较12 h更严重. 结果显示S组较
N组明显升高(P <0.01), 且24 h比12 h更加严重

RegⅢ 12 h
RegⅢ 24 h
RegⅠ12 h
RegⅠ24 h

图 1 各组小肠组织NF-κB p65、RegⅠ及RegⅢ蛋白表达.
１： 对照组； ２： 重症急性胰腺组； ３： ＰＤＴＣ预处理组． Ｒｅｇ： 胰
岛再生源蛋白； ＮＦ－κＢ： 核转录因子κＢ．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以mean±SD表示, 并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处理, 包括t 检验、方差
分析、秩和检验与相关分析等. P <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P <0.05)(表3), 提示L -精氨酸可成功诱导重症急
性胰腺炎大鼠肠黏膜屏障损伤模型.
2.3 血清IL-22、TNF-α及I-FABP的表达
2.3.1 IL-22: 12 h组或24 h组, S组表达均明显高
于N组(P <0.01), 给予PDTC干预后, P组与S组比
较明显降低(P <0.01), 但仍高于N组(P <0.05), S组
24 h IL-22较12 h明显升高(P <0.05)(表4).
2.3.2 TNF-α: 与N组比较, 在12 h或者24 h, S组
TNF-α表达明显升高(P <0.01); 与S组比较, P组
表达降低(P <0.01); S组24 h较12 h有明显升高
(P <0.05)(表4).
2.3.3 I-FABP: 在12 h及24 h, S组I-FABP表达明显
高于N组(P <0.01), P组较N组表达升高(P <0.01);
应用P D T C干预后, 与S组比较, P组I-FA B P表
达降低(P <0.01); S组24 h较12 h有明显升高

2 结果

(P <0.05)(表4).

2.1 大鼠肉眼观察 N组大鼠饮食及活动正常, 解

2.4 小肠组织RegⅠ、Ⅲ蛋白及mRNA、NF-κB

剖示: 胰腺大小、色泽正常, 无坏死灶、充血及

p65蛋白的表达

皂化斑, 周围组织无黏连, 腹腔无腹水, 肠管无

2.4.1 NF-κBp65蛋白: 无论12 h及24 h, 与N组比

胀气及坏死; S组大鼠活动明显减少, 心率增快,

较, S及P组NF-κB p65表达升高(P <0.01); 给予

不喜进食, 可少量进水, 部分胰腺可见充血水

PDTC干预后, P组与S组比较表达降低(P <0.05);

肿、暗红色出血灶, 局部可见血凝块, 周围可见

S组24 h较12 h N F-κ B p65表达有明显升高

皂化斑, 腹腔可见血性或清亮腹水, 肠管部分积

(P <0.05)(表5, 图1).

气, 24 h较12 h更为明显; P组大鼠活动及进食减

2.4.2 RegⅠ、Ⅲ蛋白: S组、P组RegⅠ、Ⅲ蛋白

少, 解剖较S组胰腺充血、水肿明显减轻, 少许

表达在12 h及24 h组均高于N组(P <0.05), 与S组

坏死灶及皂化斑, 部分可见少量清亮腹水、肠

比较, P组表达降低(P <0.01); RegⅠ、Ⅲ蛋白S组

管胀气, 24 h较12 h肉眼观察无明显差别.

24 h较12 h有明显升高(P <0.05)(表5, 图1).

2.2 胰腺及小肠组织病理学改变及评分 胰腺组

2.4.3 RegⅠ、Ⅲ mRNA的表达: 与N组比较, S

织HE染色S组示结构紊乱, 间质水肿明显, 可见

组、P组RegⅠ、Ⅲ mRNA表达升高(P <0.01), P

腺泡细胞坏死及出血, 炎性细胞浸润, 并随着时

组与S组比较表达降低(P <0.05), S24 h组较1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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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表 4

SAP时肠黏膜屏
障功能受损, 对
肠黏膜屏障的保
护至关重要. 本
研究进一步探讨
了SAP大鼠肠黏
膜屏障的发生机
制、细胞因子表
达及发展过程, 为
今后的临床治疗
提供实验和理论
依据.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各组TNF-α、IL-22、I-FABP水平 (mean±SD)

TNF-α(ng/mL)

分组

IL-22(ng/mL)

12 h

24 h

Ｎ组

８０．３５±１１．８８

８３．６９±１１．６０２

Ｓ组

１３８．０８±

１５９．４３±

ｂ

Ｐ组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12 h

I-FABP(IU/mL)
24 h

３７９．６２±５２．４７１ ４３１．０３±３２．１５７
７１２．４６±

ｄｉ

12 h

24 h

１３４．９０±５９．９３６

１４４．２３±４６．９３

７５１．０２±

ｂ

３３８．０４±

ｄｉ

ｂ

３９５．２６±

２０．３６９
９０．９８±

２４．４６
９８．９４±

８１．５４９
５０５．５５±

１０４．０５４
５０１．７７±

６１．８７６
１９７．２３±

５８．５４７ｄｉ
２３３．８９±

２５．１３４ｆ

２０．６７ｈ

５７．１４ｆ

６２．３１５ｃｆ

５０．７０５ｂｆ

６１．４３８ｄｈ

ｂ

ｉ
Ｐ ＜０．０１ ｖｓ Ｎ１２ ｈ组； ｃＰ ＜０．０５，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Ｎ２４ ｈ组； ｆＰ ＜０．０１ ｖｓ Ｓ１２ ｈ组； ｈＰ ＜０．０１ ｖｓ Ｓ２４ ｈ组； Ｐ
＜０．０５ ｖｓ 同组１２ ｈ． Ｎ组： 对照组；

Ｓ组： 重症急性胰腺组； Ｐ组： ＰＤＴＣ预处理组． ＩＬ－２２： 白介素２２； ＴＮＦ－α： 肿瘤坏死因子α； Ｉ－ＦＡＢＰ： 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表 5

各组RegⅢ、RegⅠ及NF-κB p65蛋白表达 (mean±SD)

RegⅢ

分组

RegⅠ

NF-κB p65

12 h

24 h

12 h

24 h

12 h

24 h

Ｎ组

０．２７±０．０７５

０．３１±０．０７１

０．２５±０．０６９

０．２６±０．０８１

０．３２±０．０３２

０．３５±０．０６３

Ｓ组

０．７０±０．０８４ｂ

０．９２±０．１６３ｄｉ

０．４５±０．０４７ｂ

０．５６±０．０３３ｄｉ

０．５１±０．０６５ｂ

０．６０±０．０６６ｄｉ

Ｐ组

０．３９±０．１２３ｂｆ

０．４５±０．１０９ｄｈ

０．３０±０．０５５ａｆ

０．４１±０．０６３ｃｈｉ

０．４０±０．０８２ｂｅ

０．４３±０．０４２ｄｈ

ａ

ｉ
Ｐ ＜０．０５， ｂＰ ＜０．０１ ｖｓ Ｎ１２ ｈ组； ｃＰ ＜０．０５，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Ｎ２４ ｈ组； ｅＰ ＜０．０５， ｆＰ ＜０．０１ ｖｓ Ｓ１２ ｈ组； ｈＰ ＜０．０１ ｖｓ Ｓ２４ ｈ组； Ｐ
＜０．０５ ｖｓ 同组１２ ｈ． Ｎ组：

对照组； Ｓ组： 重症急性胰腺组； Ｐ组： ＰＤＴＣ预处理组． Ｒｅｇ： 胰岛再生源蛋白； ＮＦ－κＢ： 核转录因子κＢ．

50

12 h
24 h

di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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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
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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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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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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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0
dhi

10

be dh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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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Ｎ组

Ｓ组

Ｐ组

Ｎ组

Ｓ组

Ｐ组

图 2 小肠组织RegⅠmRNA表达(2-△△Ct). ｂＰ ＜０．０１ ｖｓ Ｎ１２ ｈ
组；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Ｎ２４ ｈ组； ｆＰ ＜０．０１ ｖｓ Ｓ１２ ｈ组； ｈＰ ＜０．０１ ｖｓ Ｓ２４ ｈ
组； ｉＰ ＜０．０５ ｖｓ 该组１２ ｈ． Ｎ组： 对照组； Ｓ组： 重症急性胰腺组；
Ｐ组： ＰＤＴＣ预处理组． Ｒｅｇ： 胰岛再生源蛋白．

图 3 小肠组织RegⅢ mRNA表达(2-△△Ct). ｂＰ ＜０．０１ ｖｓ Ｎ１２ ｈ
组；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Ｎ２４ ｈ组； ｅＰ ＜０．０５ ｖｓ Ｓ１２ ｈ组； ｈＰ ＜０．０１ ｖｓ Ｓ２４ ｈ
组； ｉＰ ＜０．０５ ｖｓ 该组１２ ｈ． Ｎ组： 对照组； Ｓ组： 重症急性胰腺组；
Ｐ组： ＰＤＴＣ预处理组． Ｒｅｇ： 胰岛再生源蛋白．

明显升高(P <0.05)(图2, 3)

2.5.2 I-FABP与RegⅠ、Ⅲ蛋白表达的相关性:

2.5 肠黏膜病理评分、I-FABP、IL-22、NF-κB

I-FABP与RegⅠ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r =

P65与RegⅠ、Ⅲ蛋白间表达的相关性

0.641,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图4C). I-FABP

2.5.1 小肠黏膜病理评分与R e gⅠ、Ⅲ蛋白表

与RegⅢ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r = 0.856,

达的相关性: 小肠黏膜评分与R e gⅠ蛋白表达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图4D).

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r = 0.794, 具有统计学意义

2.5.3 IL-22与RegⅠ、Ⅲ蛋白表达的相关性: 血

(P <0.01)(图4A).小肠黏膜评分与RegⅢ蛋白表达

清IL-22与RegⅠ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

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r = 0.898, 具有统计学意义

r = 0.709,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图4E). 血清

(P <0.01)(图4B).

IL-22与RegⅢ蛋白进行相关性分析, 示IL-22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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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肠黏膜病理评分、I-FABP、IL-22、NF-κB P65与RegⅠ、Ⅲ蛋白表达的相关性. Ａ： 肠黏膜评分与ＲｅｇⅠ蛋白的相关
性； Ｂ： 肠黏膜评分与ＲｅｇⅢ蛋白的相关性； Ｃ： Ｉ－ＦＡＢＰ与ＲｅｇⅠ蛋白的相关性； Ｄ： Ｉ－ＦＡＢＰ与ＲｅｇⅢ蛋白的相关性； Ｅ： ＩＬ－２２
与ＲｅｇⅠ蛋白的相关性； Ｆ： ＩＬ－２２与ＲｅｇⅢ蛋白的相关性； Ｇ： ＴＮＦ－α与ＲｅｇⅠ蛋白的相关性； Ｈ： ＴＮＦ－α与ＲｅｇⅢ蛋白的相关
性； Ｉ： ＮＦ－κＢ ｐ６５与ＲｅｇⅠ蛋白的相关性； Ｊ： ＮＦ－κＢ ｐ６５与ＲｅｇⅢ蛋白的相关性． ＩＬ－２２： 白介素２２； ＴＮＦ－α： 肿瘤坏死因子α；
Ｉ－ＦＡＢＰ： 肠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Ｒｅｇ： 胰岛再生源蛋白； ＮＦ－κＢ： 核转录因子κＢ．

RegⅢ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r = 0.888, 具

另有研究显示鼠的RegⅠ 基因可以促进小肠绒

有统计学意义(P <0.01)(图4F).

毛的增殖、再生和修复[18], 但其机制并未揭示.

2.5.4 TNF-α与RegⅠ、Ⅲ蛋白表达的相关性: 血

Vasseur等[19]发现RegⅠ的活化依赖于p8转录因

清TNF-α与RegⅠ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

子, 其对炎症产生的早期有很强的调节作用.

r = 0.672,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图4G). 血清
TNF-α与RegⅢ蛋白表达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r =
0.618, 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1)(图4H).

常人及大鼠胰腺中无法检测到, 但是在正常小肠

2.5.5 小肠黏膜NF-κB p65与RegⅠ、Ⅲ蛋白表达

及γ 3种亚型, 研究发现RegⅢ蛋白不仅与细胞的

的相关性: 小肠组织NF-κB P65与RegⅠ蛋白表

增殖、调控细胞的凋亡及调节炎症反应 [20-23]等

达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r = 0.798, 具有统计学意

作用相关, 还发现RegⅢ蛋白在胰腺、肝脏及小

义(P <0.01)(图4I). NF-κB p65与RegⅢ蛋白表达

肠组织损伤后起修复作用[24,25]. 自2006年起, 人们

呈正相关, 相关系数r = 0.789, 具有统计学意义

更加专注于RegⅢ作为一种抗菌蛋白抑制损伤部

(P <0.01)(图4J).

位细菌生长的作用[26,27], 可抑制细菌感染肠道, 保

RegⅢ蛋白是一个16 kDa的分泌蛋白, 在正
及垂体、子宫等组织中可少量表达, 其存在α、β

护肠黏膜.
3 讨论

我们的实验发现: (1)S A P小肠组织中R e g

Reg蛋白家族, 属于C-类凝集素(C-type lectin)

Ⅰ、Ⅲ蛋白水平表达均有明显上升, 且SAP组24

家族超家族Ⅶ的成员, 是该家族中分子量最小

h明显高于12 h, 与小肠组织病理学评分及肠黏

的一组分泌蛋白. 大量的研究显示R e g普遍存

膜通透性指标(I-FABP)呈正相关. 基于RegⅠ、

在于原核及真核生物, 表达于胰液、肠道等多

Ⅲ在胰腺及皮肤、肝脏组织中参与对损伤的修

种组织, 参与机体多种生理及病理活动. 国内外

复, 我们推测SAP时小肠中RegⅠ、Ⅲ表达上调

研究显示S A P时Reg家族参与胰腺炎的发生、

对受损肠黏膜修复过程可能起作用; (2)小肠组

发展, 在胰腺组织中表达上调且对损伤的胰腺

织中R e gⅠ、Ⅲ表达与小肠组织中N F-κ B p65

[4,5]

, 但当SAP发生肠黏膜屏障

表达呈正相关, 加用PDTC干预后, RegⅠ、Ⅲ及

受损时Reg在小肠组织的表达水平及作用尚不

NF-κB p65均表达减低, 推测Reg表达可部分通

明了.

过N F-κ B通路调节, 对胰腺及小肠黏膜损伤起

组织起修复作用

RegⅠ 基因是Terazono等[6]作为促进胰腺再

到作用, 但之间其相关系数偏低, 分析可能Reg

生的重要分子分离出来, 并命名为再生基因. 研

Ⅰ、Ⅲ蛋白的表达为多个通路的共同调节, 且

究发现RegⅠ 基因与多种疾病相关, 在糖尿病、

不除外RegⅠ 、Ⅲ 基因之间的存在协同或拮抗

消化系统肿瘤、胃溃疡、胰腺炎、心肌梗死等

作用; (3)IL-22、TNF-α与RegⅠ、Ⅲ表达趋势

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Reg

一致. Zheng等[28]的实验发现IL-22能够通过诱导

[7-12]

, 近几年的

RegⅢ的表达来抑制鼠类柠檬酸杆菌(Citrobacter

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炎症[13]及损伤修复方面. 研

rodentium )感染结肠, 以保护结肠上皮免受损伤.

究发现在胰腺中RegⅠ与其他钙依赖性凝集素

Brandl等[29,30]的实验证明小鼠肠道细菌可以通过

的结构相似, 可促进胰腺胰岛β细胞及导管细胞

激活TLR-MyD88信号通路诱导RegⅢγ表达, 来

Ⅰ 基因的表达下调或者过度表达

[4,5]

, 还可通过其受体发挥调

抑制肠道病原菌的生长. 2010年Sekikawa等[31]在

节细胞再生的功能 [14-16], 同时在胃肠组织细胞

溃疡性结肠炎的实验也发现IL-22可激活信号传

的实验中同样有RegⅠ 基因的异常表达. 用水浸

导与转录激活因子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

淹造成大鼠应激性胃黏膜损害的模型, 在胃黏

tor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及丝裂原活化蛋白

膜的愈合过程中可见RegⅠ 基因的表达增加, 这

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信

表明RegⅠ 基因参与了胃损伤组织的再生和修

号通路, 而STAT3及MAPK为Reg蛋白表达的重

复[11], 且发现其在康复阶段可促进黏膜愈合[17].

要调节因子, 提示IL-22可调节RegⅠ、Ⅲ的表

有丝分裂, 促进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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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RegⅠ、Ⅲ可调节TNF-α及其诱导的炎症因
子的过表达, 从而抑制炎症加重; (4)本实验发

11

现, 正常对照组小肠组织RegⅠ、Ⅲ有少量的表
达, 在SAP发生IBFD时, 表达上调参与肠黏膜损
伤与修复, 但是过度表达的RegⅠ、Ⅲ是否会加
剧SAP时的肠黏膜损伤尚不清楚, 仍需进一步探
讨. R e gⅠ、Ⅲ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或拮抗作用,
仍需进一步实验证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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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and complications
of tissue-selecting therapy stapler (TST) vs procedure for prolapse and hemorrhoids (PPH) in
the treatment of mixed hemorrhoids.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y-two patients with mixed hemorrhoid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o receive TST (study
group, n = 91) and PPH (control group, n = 91),
respectively. The efficacy, complications, hospital stay,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postoperative
pain score, anal bulge score, and urinary ret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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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wo groups
demonstrat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efficacy, hospital stay, hospitalization expenses, postoperative pain score, anal bulge score, urinary
retention, postoperative anastomosis bleeding
or fecal incontinence (P > 0.05).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regards to the number of stitches of suture
for hemostasis, perioperative bleeding, operative time, fecal urgency, and rectostenosis (P <
0.05). During a follow-up period of 18 mo,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s for both groups were 100%.
There were 5 cases of recurrence in the study
group and 3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show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TST and PPH for mixed hemorrhoids have similar therapeutic efficacy, but
the former is associated with les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less operative bleeding, shorter
operative time, and lower incidence of fecal urgency and rectostenosis.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背景资料

混合痔的手术治
疗方式多种多
样, 其中痔上黏
膜环切术(procedure for prolapse
and hemorrhoids,
PPH)应用十余年,
具有微创、术后
疼痛轻、恢复快
等优点, 此术式
逐渐为大多数肛
肠外科医生所接
受, 并成为痔病外
科治疗的主流术
式之一. 但容易
发生术中、术后
出血、吻合口狭
窄、里急后重、
直肠阴道瘘等并
发症, 因此, 为了
进一步减少并发
症, 提供疗效, 国
内有学者将其改
良, 提出选择性
痔上黏膜钉合术
(tissue-selecting
therapy stapler,
TST)式.

Key Words: Tissue-selecting therapy stapler; PPH;
Mixed hemorrhoids; Curative effect
Xiang F, Feng JJ, Sun YQ, Guo YL. Tissue-selecting
therapy stapler vs procedure for prolapse and
hemorrhoids for treatment of mixed hemorrhoid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4; 22(25): 3753-3758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753.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753

摘要
目的: 对比研究选择性痔上黏膜钉合术(tissueselecting therapy stapler, TST)和痔上黏膜环
切术(procedure for prolapse and hemorrhoids,
PPH)治疗混合痔的临床疗效及并发症.
方法: 将182例混合痔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
对照组, 试验组91例, 采用TST术, 对照组91
例, 采用PPH术, 比较两组的疗效及并发症发
生情况.

■同行评议者

顾国利, 副主任医
师, 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总医院普
通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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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T术式治疗混
合痔与传统术
式、PPH术式相
比, 明显减少了并
发症的发生, 但常
需联合其他手术
方式, 远期疗效评
价、随机对照研
究较少, 缺乏适应
症选择标准、诊
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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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两组在疗效、住院时间及费用、术后
疼痛评分、肛门坠胀评分、尿潴留、术后吻
合口出血和肛门失禁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试验组术中出血量、术中吻合口需
缝扎止血针数、手术时间均少于对照组, 急
便感、直肠狭窄发生的比例低于对照组, 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两组的总有
效率均为100%, 经过18 mo随访, 试验组有5例
复发, 对照组有3例复发.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TST术和PPH术治疗混合痔疗效相似,
但TST术式并发症发生率相对较低, 具有出血
少、手术时间短、急便感少和无直肠狭窄等
优点.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肛肠科住院患者, 将
所有患者按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
组, 其中试验组采用TST术(91例), 对照组采用
PPH术(91例), 对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
分期等进行了统计分析, 两组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P >0.05)(表1).
1.2 方法
1.2.1 病例纳入标准: (1)符合中华医学会外科学
分会结直肠肛门外科学组、中华中医药学会肛
肠病专业委员会、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结直肠
肛门病专业委员会《痔临床诊治指南》(2006
版)痔诊断标准的非环形内痔脱垂混合痔[6]; (2)
年龄18岁以上; (3)对研究人员观察和治疗有良
好的依从性、自愿参加、签署知情同意书.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1.2.2 排除标准: (1)环形脱垂性内痔的患者; (2)

关键词： 选择性痔上黏膜切除术； 痔上黏膜环切术；
混合痔； 疗效

合并有其他肛门疾病者; (3)直结肠恶性肿瘤或
肠道感染性疾病者; (4)合并心血管、脑血管、
肝、肾、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 精神

核心提示： 选择性痔上黏膜钉合术(tissue-selecting
therapy stapler)术式并发症发生率相对较低, 具有
出血少、手术时间短、急便感少和无直肠狭窄
等优点.

病患者; (5)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6)研究者认为不
适宜参加临床试验者. 患者在接受本研究前均
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获得了本院伦理委
员会的认可.

向锋， 冯静娟， 孙弋淇， 苟晔荔． 选择性痔上黏膜钉合术与ＰＰＨ

1.2.3 治疗: 两组均术前常规灌肠, 采用腰麻、

治疗混合痔的疗效对比．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截石位手术操作方式. 试验组根据内痔的数量

３７５３－３７５８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753.

及位置分别选择单开口、双开口、三开口肛门

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753

镜, 充分扩肛后, 将肛门镜插入肛门, 拔除内筒
后, 旋转肛门镜, 使拟切闭的痔上黏膜位于开环
式的窗口内. 固定肛门镜, 于齿状线上3 cm左右

0 引言
1998年意大利学者Longo 首次报道采用痔上黏

黏膜下层分段式荷包缝合. 将T S T钉砧头导入

膜环切术(procedure for prolapse and hemorrhoids,

荷包缝合上方, 收紧荷包缝合线后, 将缝线自吻

PPH)手术治疗痔病的方法, 很快在临床上得到

合器的两侧孔拉出, 持续牵引, 旋紧吻合器的尾

[1]

推广应用, 并认为其具有微创、恢复快等优点 ,

翼, 击发, 完成切割和吻合, 固定吻合器本体等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此术式逐渐为大多数肛肠外

待10 s后, 反向旋松尾翼, 将吻合器取出. 结扎残

科医生所接受, 并成为痔病外科治疗的主流术式

角, 充分止血后, 取出肛门镜, 外痔部分采用单

之一. 但随着PPH在临床的广泛应用, 其术后出

纯切除术, 在肛管内留置止血海绵凡士林纱条

血、吻合口狭窄、里急后重、直肠阴道瘘等并

后结束手术, 术后将切除的黏膜组织作病理检

发症的临床报道也越来越多[3-5], 为使PPH进一步

查. 对照组手术操作方法按P P H常规手术方法

微创化, 减少并发症, 国内有学者将其改良, 设计

进行, 外痔部分处理同上.

出选择性痔上黏膜钉合术(tissue-selecting therapy

1.2.4 观察指标: 观察术中出血量、术中吻合口

stapler, TST)治疗痔病. 我们于2011-03采用TST术

需缝扎止血针数、手术用时、术后疼痛评分[采

[2]

式治疗混合痔, 并与PPH术作对比研究, 现报告

用国际通用的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如下.

scale, VAS)评分, 实行0-10分制]、术后尿潴留、
急便感、肛门坠胀(采用VAS测量法评分, 实行

1 材料和方法

0-10分制)、肛门失禁、术后吻合口出血、直肠

1.1 材料 入选患者为2011-03/2012-07四川省医

狭窄、术后住院时间、住院总费用及18 mo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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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对比分析 (n = 91)

表 1

基线资料

试验组

对照组

男

３９

４２

女

５２

４９

年龄（ｍｅａｎ±ＳＤ， 岁）

５１．２５±１５．４７

病程（ｍｅａｎ±ＳＤ， 年）

１４．６０±８．９９

t (χ2)值

性别（ｎ ）

０．６５５

４９．９３±１５．４０

１．８１８

０．０６９

１６．２９±８．８９

－１．７４８

０．０８１

１．７９４

０．４０８

Ⅱ

９

６

Ⅲ

５２

４７

Ⅳ

３０

３８

表 2

两组患者术中相关指标比较 (n = 91, mean±SD)

手术时间（ｍｉｎ）

试验组

对照组

t值

P值

２５．６５±７．５３

３４．２５±１３．６９

－２．４６１

０．０１９

术中出血量（ｍＬ）

８．６５±４．９３

１６．２５±１１．５７

－２．７０２

０．０１０

术中缝合针数（针）

１．４５±１．３９

２．４５±１．４７

－２．２０９

０．０３３

t (χ2)值

P值

表 3

相关文献报道认
为TST是符合肛
门直肠生理的治
疗痔病的新技
术, 具有简单、安
全、有效、创伤
小、并发症少等
特点, 明显改善了
患者的主观感觉,
提高了术后生活
质量.

P值

０．２００

分期（ｎ ）

观察项目

3755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n = 91)

观察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术后疼痛评分（ｍｅａｎ±ＳＤ， 分） ３．７５±２．２７ ３．７０±２．２７

０．０６５

０．９４９

肛门坠胀评分（ｍｅａｎ±ＳＤ， 分） ５．３１±３．１１ ５．７６±２．９２

－０．７７０

０．４４３

１０

１．０９６

０．２９５

尿潴留（ｎ ）

６

术后吻合口出血（ｎ ）

０

３

３．０５０

０．０８１

急便感（ｎ ）

５

１４

４．７６０

０．０２９

直肠狭窄（ｎ ）

０

４

４．０９０

０．０４３

肛门失禁（ｎ ）

０

０

2

的复发情况.

示, 计数资料采用χ 检验, 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

1.2.5 疗效判定标准: 采用1995年国家中药管理

验, 检验水准为α = 0.05. P <0.05为差异有统计

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痔疗效标准判定》

学意义.

为疗效标准[7]: (1)痊愈: 临床症状与体征全部消
失; (2)显效: 局部出血、异物脱出或肛门坠胀等

2 结果

症状明显减轻, 体征基本消失; (3)有效: 局部出

2.1 两组患者术中相关指标比较 试验组手术时

血、异物脱出或肛门坠胀等症状有所改善; (4)

间、术中出血量、术中缝合针数均少于对照组,

无效: 临床症状与体征无改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2).

1.2.6 随访: 患者术后第1、2周以及术后1 mo到

2.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

门诊复诊, 术后3、6、12、18 mo分别进行电话

在术后疼痛评分、肛门坠胀评分、尿潴留、

随访或门诊复诊. 所有患者均进行18 mo随访, 无

术后吻合口出血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脱落病例. 随访内容包括便后脱垂、出血、肛

(P >0.05), 急便感和直肠狭窄两项差异具有统计

门坠胀疼痛、肛门直肠狭窄、急便感以及其肛

学意义, 试验组优于对照组(P <0.05), 两组均无

门功能情况等.

肛门失禁病例(表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S P S S19.0统计

2.3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比较 两组患

软件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t 检验, 以mean±SD表

者在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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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该技术应
用的疗效和并发
症进行了前瞻性
随机对照研究, 发
现术中、术后出
血少、术中缝合
止血少, 从而缩短
了手术时间, 急便
感少, 无肛门直肠
狭窄发生可能, 但
其他一些并发症
与PPH术比较无
明显差异.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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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５期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比较 (n = 91, mean±SD)

试验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住院时间（ｄ）

５．２０±１．４０

５．６５±１．６３

－０．９３６

０．３５５

住院费用（万元）

１．１４±１．４３

１．１５±１．４３

－０．１１１

０．９１２

观察项目

表 5

第２２卷

两组疗效比较 (n = 91)

分组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复发

试验组

７３

１２

６

０

１００

５

对照组

７５

９

７

０

１００

０．４８６

０．７７３

Ｐ值

０．７０４

３
０．７２０

学意义(P >0.05)(表4).

“肛垫下移”学说, 结合“静脉曲张”成痔理

2.4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的总有效率均为

论, 吸收现代痔病治疗理念, 提出了TST术式, 根

100%, 经过18 mo随访, 试验组有5例复发, 对照

据痔核的分布情况, 有选择地切除钉合痔上黏

组有3例复发, 治愈率、显效率、有效率、复发

膜, 保留痔核间正常黏膜组织, 从而可以减少创

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5).

伤, 维护肛门功能, 降低并发症[16,17]. Lin等[18]、
廖颖婴等[19]、汪丽娜等[20]等研究显示TST术式

3 讨论

较PPH术明显减少了术后疼痛、急便感, 无肛门

目前, PPH术式应用10余年来, 全球有超过30万

失禁和肛门狭窄等优点. 万仁辉等 [21]等研究认

病例, 国内外均作了大量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许

为TST术治疗内痔安全、有效, 可以明显改善患

多学者认为PPH治疗痔病的疗效优于传统手术,

者的主观感觉, 提高术后生活质量. 近几年TST

如国内杨向东等[8]和任东林等[9]进行了上千的大

术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有的结合硬化剂注

宗病例、长期的临床疗效及并发症的研究, 认

射、联合术式等方法, 从而巩固和提高手术疗

为P P H术非常符合痔病发病机制, 效果非常满

效[22,23]. 国内有些学者还将TST术应用于直肠前

意, 远期不易复发, 疗效明显优于传统手术. 姚

突、直肠广基息肉甚至直肠肿瘤等疾病, 认为

礼庆等[10]进行了PPH术15年疗效再评估, 他们认

其具有操作更加简单、疗效好、术后并发症少

为该技术具有缩短手术时间、减轻术后疼痛、

等优点[24-26].

减少住院时间和功能恢复较快等优势, PPH术后

本研究显示, T S T组术中指标如手术时

近期的并发症主要包括出血、疼痛和尿潴留等,

间、术中出血量、术中缝合针数均少于P P H

远期并发症主要为痔核脱垂和复发, 而排便失

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由于TST术

禁、吻合口狭窄、直肠阴道瘘或盆腔感染等较

中荷包缝合只是选择内痔明显的点位进行缝

罕见. 还有报道荷包的缝合处理不当出现直肠

合, 间断性切割缝合, 而不是像PPH术缝合完整

口袋征、吻合口巨大瘢痕结节、吻合口囊肿等

一圈, 因此, 钉合后吻合口的张力明显低于PPH

少见并发症[11]. 他们认为在肯定PPH手术优势的

术 [27] , 钉合处更加紧密, 减少了吻合口出血几

基础上. 应该进一步进行研究改进, 以降低术后

率, 相应地减少了因止血而缝合止血的针数和

并发症和复发几率. 国外Tjandra等[12]系统回顾

手术时间, 本组TST术中吻合口一般无出血, 较

发现PPH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0.2%, 主要并发

少需要缝合止血, 而P P H组大部分都需要缝合

症是出血、疼痛、尿潴留、肛门坠胀、急便感

1-3针. 因此, TST术操作更加简便, 大大减少了

[13,14]

. 意

术中出血. 相关文献报道T S T术后疼痛、肛门

大利结直肠学会建议为了进一步减少术后复发

坠胀、尿潴留均减少 [28-30], 但本次研究两组患

及并发症,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应严格要求PPH

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在术后疼痛评分、肛门坠

以及复发, 特别是Ⅳ期内痔复发率更高

[15]

适应症的选择 .
为了减少手术的并发症, 国内学者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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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评分、尿潴留、术后吻合口出血方面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我们认为由于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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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切除直肠黏膜, 只是切除多少有不同, 都会
牵拉刺激肠道及膀胱括约肌, 两组均可能造成
肛门坠胀、尿潴留, 荷包缝线位置偏低, 或者荷
包缝合时, 在多处进针, 吻合口边缘有血肿形
成, 或在吻合过程中牵扯肠壁, 悬吊过紧致吻合
口水肿, 或术后吻合口感染

[31]

, 还可能由于吻合

口局部炎性反应, 痔静脉丛充血扩张刺激直肠
神经等原因加重肛门坠胀疼痛、尿潴留. 应用

3
4
5
6

缓泻药物、坐浴以及肛内栓剂, 病情会逐渐好
转[32]. 本组是针对混合痔, 都有外痔表现, 均给
予了切除, 常需联合外痔处理才能达到患者的
“根治”要求, 由于外痔部分属于体神经支配,

7
8

所以疼痛感更明显, 两组术后疼痛评分无显著
差异. PPH组术后有3例吻合口出血, 需进行缝

9

扎止血, TST组无吻合口出血情况发生, 临床上
P P H术中出血比较常见, 术后原发性和继发性

10

出血时有发生, 这可能与器械、术者的操作及
患者本身等因素有关, T S T术中、术后出血较

11

少见, 较好的解决了出血这一主要问题. 两组急

12

便感和直肠狭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S T组优
于PPH组(P <0.05), 术后急便感的发生可能由于
直肠顺应性改变原因 [33], P P H组明显多于T S T

13

组, 后者可能因为保留了部分正常黏膜使直肠
的顺应性改变不大. 吻合口位置过高、术者缝
合过多、局部充血水肿、炎性反应瘢痕形成等

14

原因可导致直肠狭窄, PPH组有4例发生, 其中2
例重度狭窄, 需进行松解术, 2例轻度狭窄, 经扩
肛后好转. 另外, 两组均无肛门失禁病例发生.

15

两组患者在住院时间、住院费用方面无明显差
异(P >0.05). 两组的总有效率均为100%, 经过18
mo随访, 试验组有5例复发, 对照组有3例复发,

16

两组无明显差异(P >0.05).

17

总之 , T S T术和P P H术治疗混合痔疗效相
似, 但前者较后者操作简便, 手术时间短、术中
出血和缝扎止血少, 减少了术后急便感, 无直肠
狭窄可能. 但是TST术并非十全十美, 仍然存在
一些并发症, 尚需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如何减
少、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掌握好适应症, 制定诊
疗规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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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HE) is defined as HE without symptoms on clinical/neurological examination, but with deficits in some
cognitive areas that can only be measured by
neuropsychometric testing. MHE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quality of working, driving, memory, and cognitive function, and is a risk facto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vert HE. Compared
with non-MHE patients, MHE patients have a
high mortality rate, so positive screening and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MHE are need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and reduce traffic accidents and the social
burden of medical care. The current approach
to the diagnosis of MHE includes mental scales
(paper pencil test, computer test, 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electrophysi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imaging examination. Diagnosis of
MHE is still a challenge now, and it is need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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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a better clinical diagnosis standard to
improve the diagnostic level.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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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轻微型肝性脑病
(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HE)缺乏典型
临床症状, 已损
害患者的工作、
驾驶、记忆、认
知、健康相关生
活质量等, 但目
前缺乏诊断金标
准, 临床上对于
MHE的诊断仍是
一个挑战, 需要
进一步完善诊断
标准, 增强诊断
的准确性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

摘要
轻微型肝性脑病(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thy, MHE)是指无明显临床症状和神经系
统检查异常, 但用精细的智力测验或神经电
生理检查可发现异常. 因其损害患者的工
作、驾驶、记忆、认知等功能, 且容易发展
为显性肝性脑病, 与非MHE患者相比病死率
较高, 因此需要积极筛查并干预M H E患者,
提高肝硬化患者的生活质量, 减少交通事故
发生并减轻社会医疗负担. 目前MHE的诊断
方法主要包括精神量表(纸-笔测验、计算机
测验及二者联合)、神经电生理检查、影像
学检查. 目前临床上对于MHE的诊断仍是一
个挑战, 需要进一步完善诊断标准和增强诊
断的准确性.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轻微型肝性脑病； 诊断
核心提示： 本文就轻微型肝性脑病(m i n i m a l
hepatic encephalopathy)的诊断方法(精神量表、
神经电生理检查、影像学检查)做了综述, 详细阐
述了各项方法的原理、操作过程、优缺点等, 并
结合最新报道讲明进展, 对临床工作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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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检查用于
诊断MHE相对客
观、无创, 目前处
于发展阶段, 需大
量本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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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接试验A(the number connection test, NCT-A)、

轻微型肝性脑病(minimal hepatic encephalopa-

数字连接试验B(NCT-B)、数字符号试验(digit

thy, MHE)是指无明显肝性脑病症状和神经系

symbol test, DST)、系列打点试验(serial dotting

统检查异常, 但用精细的智力测验或神经电生

test, SDT)及线性追踪试验(line tracing test, LTT)

理检查可发现异常, 过去被称为亚临床型肝性

共5项. NCT-A是记录患者将随机排列的1-25 25

脑病 . 尽管其临床表现不典型, 但已明确损害

个阿拉伯数字按顺序连接所用的时间. NCT-B是

患者的工作、驾驶能力以及健康相关生活质量

记录患者将随机排列的1-13 13个阿拉伯数字及

[1]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等

[2-5]

, 且与
[6]

A-L 12个英文字母按1-A-2-B……3-L的顺序连

无MHE的肝硬化患者相比, 病死率明显升高 .

接所用的时间, 两项均包括连错后纠正错误所

有研究显示, 被确诊为MHE的患者中, >50%的

用的时间. DST规定1-9 9个数字对应不同的符

患者在30 mo内会发展成为显性肝性脑病(overt

号, 记录患者在表格中分别填上相应数字对应

. 最近的一项

的符号所用时间. SDT让患者在纸上的圆内尽快

来自美国社会关于肝疾病的调查表明, 大多数

按要求做点标记. LTT是要求患者根据已有的走

医生认为M H E是一个重大的医疗问题并应该

向直行、转弯或曲折的连续的宽条纹从头至尾

及时处理, 但只有一半的医生为患者进行过

连接, 不能超出宽条纹的轮廓. 测得每项值后经

hepatic encephalopathy, OHE)

[7,8]

[9]

M H E的检测 . 国内由中华医学会胃肠病学分

年龄校正, 取平均值, 相加即为总分.

会肝胆协作组组织16所教学医院共同进行了

国际共识推荐P H E S作为M H E诊断的金

多中心横断面研究M H E的流行状况和评估患

标准 [1], 我国也推荐N C T-A及D S T均阳性作为

者的H R Q o L, 表明存在M H E和较高的C h i l d-

诊断M H E的金标准 [14]. 因P H E S值受年龄、受

Pugh评分伴随高的HRQoL分值, 能有效反应差

教育程度影响, 需要制定出不同年龄和受教育

[6]

的生活质量 . 因此应积极筛查并干预M H E患

程度的正常参考值范围, 在德国、意大利、西

者, 提高肝硬化患者的生活质量, 减少交通事

班牙、印度等已得到标准化, 但在美国未得到

故发生并减轻社会医疗、经济负担

[10]

.

广泛应用及标化. 我国B a o等 [15]使用N C T-A及

国外及国内对MHE发病率的报道差异较大,

DST对160例正常人进行测试, 制定出不同年龄

国外报道肝硬化患者M H E发病率为30%-84%,

段正常参考值范围. L i等 [16] 对146例健康志愿

国内则为29.2%-70.3%[11]. 目前MHE患者的真实

者及53例肝硬化患者的一项研究, 制定出不同

发病率是未知的, 因为在世界各地使用的诊断

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健康志愿者P H E S参考值

标准不完全一致

[12]

, 且部分患者因缺乏典型的

范围, 以PHES得分<-4分作为诊断MHE金标准,

临床表现未被诊断 . MHE是一个复杂的全面的

N C T-A和D S T两项均阳性诊断M H E的敏感度

脑神经精神紊乱, 目前没有单一的测验方法或

和特异度分别为76.9%和96.3%, 两项测验能在

一组测验方法能精确地排除非MHE患者及诊断

几分钟内完成, 被推荐应用于肝硬化患者诊断

[9]

MHE患者 . 本文将对近年来国内外MHE的诊

MHE. Dhiman等[6]的一项研究表明PHES严重

断进展做一综述.

异常(PHES分值≤-6分)是预测预后不良的一个

[13]

根据原发病和诱因将H E分为A、B、C三

独立因素, PHES评分越低, 其预后越差. Dudda

型, A型与急性肝功能衰竭相关, B型与门-体分

等 [17]对79例肝硬化患者进行P H E S检查及简化

流相关, C型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门-体分

的PHES(SPHES包含DST、SDT、LTT)检查,

流相关[1]. MHE症状较OHE轻, 无显著的临床表

两者对MHE患者的诊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得

现, 主要检测方法包括精神量表(纸-笔测验、计

出P H E S能被简化, 且不降低对M H E的诊断能

算机测验及二者联合)、神经电生理检查、影像

力, S P H E S能有效地诊断M H E及预测发展为

学检查等.

OHE的风险.
PHES主要针对注意力和书写功能, 其优点

1 精神量表

在于方便、经济, 且能应用于对肝硬化门诊患

1.1 纸-笔测验

者的检测. 而该测试的缺点是较强的学习效应,

1.1.1 肝性脑病精神量表(psychometric hepatic

限制了可重复性, 并强调精细运动技能, 花费时

encephalopathy score, PHES): PHES包括数字连

间较长[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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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简易智能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

改变.

tion, MMSE): MMSE是较具代表性的认知功能

2.2 诱发电位 EP包括视觉诱发电位、脑干听觉

评定量表, 是一种公认的针对神经系统的有效

诱发电位、体表感觉诱发电位和事件相关电位

检查, 包含5个部分, 分别为定向力、注意力和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EP通过给予大脑

计算力、记忆力以及语言能力, 临床上被广泛

一定的刺激, 大脑对刺激信号进行加工并产生

应用于筛查老年痴呆症和确定痴呆严重程度,

可以检测出的、与刺激有相对固定时相和特定

在M H E的诊断中用于排除明显的认知功能障

位相的生物电反应. EP中P300听觉事件相关电

■相关报道

碍. Koziarska等 对101例肝硬化患者进行神经

位(P300ERP)研究较多[31], 是检测肝硬化MHE患

系统检查、MMSE评分及脑电图检查, 把神经

者认知障碍的敏感指标, 被认为较心理测验有

系统检查正常及脑电图异常作为诊断MHE金标

效, 且能有效地判断预后. P300ERP典型的变化

准, 发现OHE患者MMSE评分或其中单项测试

为潜伏期延长和振幅下降, 但这个特定的改变

会出现异常, 但MMSE不能将非肝性脑病患者和

不与有临床意义的任何特定的认知领域相关.

MHE患者区分开.

Ciećko-Michalska等[32]的一项研究表明, ERP用

1.2 计算机检查 抑制性控制测验(inhibitory con-

于诊断MHE有较高的灵敏度, 可发现神经心理

trol test, ICT)通过计算实验技术在50 ms周期内

学正常的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存在的轻微改

呈现一些字母, 检测患者的警觉性、持续注意

变, 即使患者未达到MHE的诊断标准, 轻微的脑

[20]

. 其检测结果

功能改变仍可以被检测到. ERP有较高的灵敏度

与驾驶能力受损密切相关, I C T值及标准的心

和客观性, 但由于高设备和技术的要求, 检测者

理测验异常已被证明与驾驶罪和车辆事故密切

的专业培训等限制其临床应用.

能力、反应能力及工作记忆

[21,22]

, 但因其需要受试者熟悉电脑操作, 在

2.3 临界闪烁频率 CFF是一种针对视觉功能的

教育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应用较多, 而发展中

检测, 判定视网膜胶质细胞的代谢状态, 反应大

相关

[23-26]

对140例肝硬化患者

脑神经传导功能障碍[33], 测试对视觉信息处理的

进行研究, 以精神测验中2项或两项以上异常作

认知功能, 也包括认知功能如觉醒和关注. 对于

为MHE诊断金标准, ICT用于诊断MHE的灵敏

一个亮的和一个暗的时相组成的一个周期的断

度、特异度分别为88.5%、56.0%, 与心理测验

续光, 当闪光增加到某一频率, 人眼看到的不再

和临界闪烁频率相比, I C T不被推荐用于诊断

是闪光, 而是一种固定或连续的光, 这个频率就

MHE.

叫做临界闪烁频率, 简称CFF. 受试者需要在一

2 神经电生理检查

表示, Z 值<-2提示异常. Sharma等[34]对110例肝硬

神经电生理检查(neurophysiological tests)包括

化患者进行研究, 将精神量表(NCT-A, NCT-B)

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诱发电

及P300ERP异常作为诊断MHE金标准, CFF与

位(evoked potential, EP)、临界闪烁频率(critical

精神量表和P300ERP对诊断MHE有较好的一致

flicker frequency, CFF)、连续反应时间(continu-

性, CFF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

ous reaction time, CRT)等.

预测值, 和评估预后准确性分别为65%、91%、

2.1 脑电图 过去几十年来, EEG被广泛应用, 研

85%、77%和80%. 与心理测量和ICT相比, CFF

究发现H E患者脑电图节律较健康对照组明显

被推荐作为MHE诊断金标准.

国家应用较少. Sharma等

[28,29]

[27]

国内外均推荐精
神量表作为诊断
金标准, Riggio
等认为简化的肝
性脑病精神量表
(psychometric hepatic encephalopathy score)能有效
地诊断MHE及预
测发展为OHE的
风险.

个安静、光线适中的房间进行, 检测结果以Z 值

, 但其应用于诊断MHE的作用是有限

2.4 连续反应时间 CRT测试要求患者对接收的信

的. EEG慢节律、高波幅、低频率的三相波为

号尽快做出反应, 计算机记录患者的反应时间,

变慢

3761

[29]

对175

判定反应能力[35]. CRT是一个全面的认知及肌肉

例肝硬化患者及50例健康对照组进行E E G检

运动的传感器, 测量患者运动反应时间和重复能

查, 发现肝硬化患者EEG异常与肝脏疾病严重

力, 评估的持续关注, 脑的处理时间, 包括反应时

程度及HE相关, 并可以用于判断预后. Babiloni

间和反应抑制, 神经传导速度等. Lauridsen等[13]

等 [30] 的研究表明M H E患者会出现特征性的皮

对154例肝硬化患者进行CFF及CRT测量后发现,

质来源的θ波. 但诊断特异性低, 尿毒症等其他

两个测验并未显示出一致的结果, 因其检测的侧

代谢性脑病时或应用精神类药物时亦可有类似

重点不同. CRT不需特殊训练, 操作简单且容易

MHE患者的特征性改变. Marchett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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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但其敏感性与特异性及是否与受试者年龄

enhanced, DSC), 发现MHE组基底节区及丘脑的

等相关, 还需进一步的临床研究.

脑血流均高于对照组, 而平均通过时间低于对

虽然神经电生理测试更客观, 不显示学习效

照组.

应, 但其可能受年龄影响及较高的成本、设备

3.2.3 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 C h e n等 [43] 把

和技术要求及专业分析结果限制其在临床中的

N C T-A、D S T、B D T同时异常作为诊断M H E

[36,37]

应用, 目前主要用于实验研究

.

金标准, 对21例非HE肝硬化患者、22例MHE患
者、20例OHE预后患者和19例健康对照组进行

3 影像学检查

静息态的MRI脑功能连通性检查, 发现4组受试

近年来, 因影像学检查的客观性及非侵入性特

者脑功能连通性在楔前叶、扣带后回和左内侧

点, 用于MHE诊断的研究趋于增多. 其中包括磁

额回有显著差别, 在默认模式网络中静息状态

共振检查(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的脑功能连通性下降与MHE患者和OHE预后患

功能磁共振成像及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者的神经认知功能损害有关.

(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3.3 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SPECT在HE的

SPECT)等.
3.1 MRI常规成像 MHE患者头颅MRI平扫特征
性表现为T1W I双侧基底节区高信号, 而T2W I
加权像无相应的异常信号. Liu等

[38]

应用主要反映在患者脑血流量改变. Nakagawa
等 [44]对 2 0 例 肝 硬 化 患 者 及 2 0 例 正 常 人 进 行
SPECT检查发现, 肝硬化患者与对照组相比在

把NCT-A和

额中回及顶下小叶存在明显的低灌注区, 而肝

字母数字替代试验同时异常作为MHE诊断金标

硬化组中MHE患者与非MHE患者比较, 扣带回

准, 对28例MHE患者, 12例非MHE肝硬化患者

出现显著的低灌注区. Sunil等[45]研究发现酒精

和22例健康对照组进行M R I检查, 发现铁的代

性肝硬化MHE患者右前额叶、前扣带回脑血流

谢可能与MHE相关, 且MHE患者在T2WI可发

量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减低, 而右侧额中回、海

现额叶、基底节区的与神经认知功能相关的低

马明显增高.

相位值.

影像学检查因其具有较好的客观性, 且是一

3.2 功能磁共振成像

种非侵入性的检查, 在MHE的诊断中有较好的

3.2.1 磁共振波谱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spec-

应用前景, 但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 需要大样本

troscopy, MRS): MRS是近年研究较多的影像学

的临床研究.

检查, 根据化学位移, 利用不同化合物在静磁场
中的进动频率的差别将其分辨开来. MRS是一

4 其他

种能进行活体组织代谢定量分析的无创检测手

2013年美国消化疾病周上, 有学者提出从疾病

段, 据研究M H E患者 1H-M R S中的特征参数肌

影响量表中选出与患者情绪、觉醒、饮食、行

醇/肌酸(mI/Cr)、胆碱/肌酸(Cho/Cr)、谷氨酰

动等相关的8个问题, 有助于非专业人士早期

复合物/肌酸(Glx/Cr)、N-乙酰天门冬氨酸/肌酸

识别MHE. 还有学者提出外周氨基酸、内毒素

(NAA/Cr)等指标较对照组有明显差异. McPhail

等、血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 肠道微生物群和

等

[39]

研究发现肝性脑病患者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脑部Cho/Cr、Ins/Cr减低, Glx/Cr增高. Ciećko[40]

呼气测验等用于诊断MHE, 但上述方法大多属
于小样本研究[41,46-49].

Michalska等 对46例肝硬化患者及45例正常人
进行MRS及精神测量, 结果表明MRS并不能精

5 结论

确诊断出MHE. Bajaj等 发现血清非对称性二

MHE是一种多因素的神经精神学疾病, 缺乏明

甲基精氨酸水平与认知及MRS异常改变有明显

显的神经学症状而仅有认知功能的不足, 要求

的相关性, 推测非对称性二甲基精氨酸可能与

用于临床诊断MHE的工具必须是敏感的、有效

MHE发生有关.

的、客观的、可靠的并易于使用. 目前没有单

[41]

3.2.2 磁共振灌注加权成像: Li等

[42]

将NCT-A或

一的诊断方法能准确地诊断出MHE, 各种检测

S D T至少一项异常作为M H E诊断金标准, 对

方法侧重点不一致, 各有利弊, 不可相互取代.

12例M H E患者及10例健康对照组进行动态磁

临床上对于MHE的诊断仍是一个挑战, 需要进

敏感对比增强(dynamic susceptibility contrast-

一步完善诊断标准、成本效果分析和增强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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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性 [50], 不同国家和地区应该根据经济条
件、医疗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等选用适合于
当地人群的可靠标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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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t信号通路与肝纤维化关系的研究进展
何 訸， 安振梅

■背景资料

Wnt信号通路在
胚胎发育时期对
肝脏的生理病理
过程起重要的调
控作用. 目前认为
该通路与肝纤维
化的发生相关, 阻
断该通路可能逆
转肝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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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訸， 检验技师， 主要从事疾病发生的生化机制及诊断研究； 肝
纤维化的发病机制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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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t signaling pathway and
liver fibrosis: Recent research
status

摘要
肝纤维化基本病理改变是以肝内弥漫性细
胞外基质蛋白(extracellular matrix, ECM)过
度沉淀为特点, 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 HSC)的激活被认为是肝纤维化发生的
核心和始动环节. 目前认为H S C受刺激活化
是一个涉及多种细胞因子、细胞信号转导通
路间不同水平共同调控的过程. 相关研究证
实Wnt信号通路在调控肝脏病理生理的过程
中起到重要作用, 经典W n t信号通路的异常
激活可能是致HSC活化而导致肝纤维化的重
要原因. 深入探讨肝纤维化过程中W n t信号
通路调控机制, 将可能给临床带来更具有价
值的诊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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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同行评议者

吴俊华, 副教授,
南京大学医学院

Hepatic fibrosi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xcessive accumulation of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and the activiation of hepatic stellate
cells (HSCs) is recognized as the core and initial
stage.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activiation of HSCs
is rela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a series of cell factors and cell signal pathways. The Wnt signaling pathwa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of the liver, and the abnormal
activiation of Wnt results in the activiation of
HSCs. Therefor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he Wnt signaling pathway in the pathogeneisis of hepatic fibrosis will be valuab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iagnosic and threputic
strategies for thi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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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W n t信号通路在调控肝脏病理生理
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异常激活的W n t信号
可能主要通过激活经典途径而调节肝星状细胞
(hepatic stellate cell, HSC)的增殖和活化, Wnt/
β-catenin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可能是致HSC活化
而导致肝纤维化的重要原因.
何訸， 安振梅． Ｗｎｔ信号通路与肝纤维化关系的研究进展． 世界
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７６６－３７７２ URL: http://www.

wjgnet.com/1009-3079/22/3766.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766

0 引言
肝纤维化是对肝脏慢性损伤过程的修复应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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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包括持续性的酒精或药物毒性, 病毒感染和
[1]

病的清除发生在肝纤维化的溶解之后, 通过凋

遗传性的金属过载 . 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

亡、衰老、逆转活化的H S C s为相对静止的状

late cells, HSCs)可以分化为内皮细胞和肝细胞

态, 使活化的HSCs的丢失[13].

系; 活化的HSC是疾病过程中细胞外基质蛋白
[2]

[3]

特异性的信号通路介导肝纤维化的进展和

的重要来源 . 有报道证实 , 活化的HSCs诱导

转归, 细胞内复杂而精细的网络调控纤维化过

肝纤维化的发生和发展. 在静止期, HSC储存类

程中HSCs生存和生长. 因此了解损伤后信号通

视黄醇类物质, 和合成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lial

路对纤维化发生发展的作用机制有助于逆转纤

fibrillary acidicprotein, GFAP); HSCs活化时,

维化[14].

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并伴随类视黄醇类物质

HSCs的活化是肝纤维化发生的核心和始动

和GFAP的丢失以及细胞外基质蛋白(extracel-

环节, 近年来研究证实, Wnt通路与HSCs的增值

lular matrix, ECM)和平滑肌肌动蛋白(a-smooth

和分化密切相关.

muscle actin, a-SMA)的过度沉淀[4]. HSC的激活

1.2 肝纤维化的诊断

被认为是肝纤维化发生的核心和始动环节[5]. 根

维化诊断的金标准[8]. 共识推荐: 使用16 G活检

化、增殖和合成. 在过去几年中, 对肝纤维化的

针, 样本长度>15 mm或至少含10个门管区; 样本
时, 推荐采用图像分析进行定量评估, 重复性好,

细胞信号转导通路间不同水平共同调控的过

同时可排除观察者主观差异.

程, 例如Wnt信号通路在肝纤维化的发病过程中

1.2.2 非侵袭性检查: 非侵袭性的血清学和影像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
APASL)发布了肝纤维化共识认为: 目前肝纤维
化尚无有效且公认的治疗药物和方法, 但越来
越多的分子和靶向药物相关研究显示出相对较
好的应用前景[8,9]. 因此, 深入探讨肝纤维化的发
病机制, 寻找理想的诊疗靶标, 成为临床上迫切
需要和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10].
1 肝纤维化的发病机制、诊断及治疗
1.1 肝纤维化的发病机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
究强调在肝纤维化病理过程中活化的HSC转化
为成纤维细胞的作用 [11], 一系列肝脏的慢性损
伤, 如病毒性肝炎、曲霉素、非酒精性脂肪肝
及自身免疫的紊乱可激发活化的HSC转化为成
纤维细胞[12]. HSC的活化过程包括启动阶段(炎
症前期)和维持阶段和溶解期. 启动阶段指的
是基因表达和表型的早期改变引起细胞应答,

学检查在评估肝纤维化等级中具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并且可能进一步减少穿刺. 特别是弹性成
像技术在肝纤维化检测方面具有巨大潜力[15]. 血
清学指标包括天门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 ALP), 血小板(platelet, PLT), 凝
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 PT), 载脂蛋白
A1(apolipoprotein A1, Apo A1), 结合珠蛋白(haptoglobin, Hap), α2微球蛋白(α-2-macroglobulin,
α-2-M), γ-谷酰转肽酶(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
γ-GGT)和TB, 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 HA), Ⅲ
型前胶原氨基末端肽, 基质蛋白酶抑制剂(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 TIMP); 13C呼吸试
验(13C-breath tests); 影像学检查包括腹部超声
(ultrasound, US), 微泡(造影剂)超声, 弹性成像
(瞬时弹性成像或肝脏硬度测量)[16].

通常由可溶性刺激物, 如氧化应激信号、凋亡

尽管无创性检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检查

体、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 LPS)和及邻细胞

项目也在不断地更新, 但是对于肝纤维化诊断

(Kupffer细胞、肝窦内皮细胞、肝细胞)的旁分

来说, 目前尚无能替代穿刺活检的诊断方法.

泌引发. 维持阶段由于刺激物持续性的激活同

1.3 肝纤维化的治疗 肝纤维化是一个动态发展

时产生纤维化, 其特征是增殖、趋化性、纤维

的过程, 肝星状细胞在各种慢性损伤, 例如炎症

增生、收缩性、基质退化、类维生素A丢失、

的刺激下不断生成纤维组织, 但同时在基质蛋

白细胞释放趋化因子或细胞因子. 促炎因子、

白酶的作用下, 纤维被不断的分解吸收. 因此,

促纤维化和有丝分裂刺激物通过自分泌和旁分

肝纤维化是可逆的. 目前研究认为, 去除病因和

泌的途径引起细胞外基质蓄积. 早期的肝脏疾

特定的抗纤维化治疗可以缓解甚至逆转纤维化

WCJD|www.wjgnet.com

Wnt信号通路是
近年来分子生物
学方面的研究热
点, 普遍认为该通
路参与调控细胞
的发生、分化、
发育、成熟、癌
变、凋亡、免疫
等多种生理病理
过程.

长度<1 cm时, 重复采样. 在分析活检组织样本

为HSC受刺激活化是一个涉及多种细胞因子、

起重要作用[7]. 2009年亚太肝脏研究学会(Asian

■研发前沿

1.2.1 肝穿刺活检: 目前肝穿刺活检仍然是肝纤

据此理论, 抗纤维化治疗主要在于抑制HSCs活
发病机制的认识有了明显的进步[6], 目前研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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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但是肝纤维化晚期, 肝硬化是否能逆转仍

患者肝脏代谢失调风险进行评估, 可提高临床

存在较大分歧.

诊疗的质量和患者对抗纤维化药物的选择.

抗病毒治疗不仅能延缓肝纤维化的发展同

2.2.1 生长因子(growth factors, GF)信号: 在肝脏

时减少肝脏肿瘤的发生; 共识中提到抗纤维化

中HSC是GF的主要来源, 并严格调控GF活性的

的药物水飞蓟素, 目前尚无大型临床研究证实

细胞外微环境. 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latelet de-

其在肝组织中有抗纤维化作用, 同时, 高剂量

rived growth factor, PDGF)在HSC活化过程中最

的水飞蓟素能否延缓纤维化也有待进一步的研

具有代表性[23], PDGF部分通过细胞外信号调节

究[17].

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ERK)

对于肝纤维化目前临床上仍然缺乏有效的

活化, 部分通过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

治疗和干预手段, 同时, 药物治疗对于纤维化的

get of rapamycin, mTOR)调节蛋白激酶B(protein

改善情况以及并发症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kinase B, AKT/PKB)活化. PDGF活化过程中需

虽然目前尚无公认的有效且安全的治疗方案,

要Ca2+流, 同时也可调节基因表型. 除PDGF以

但越来越多的分子靶向药物显示出相对较好的

外, 其他G F也可激活络氨酸受体, 如T G F-β信

应用前景. 深入探讨肝纤维化的发病机制, 阻止

号蓄积Smad2/3并使其磷酸化可刺激纤维化相

肝纤维化的进一步发展乃至逆转成为目前国内

关基因表达, 同时, Akhmetshina等[24]研究证实,

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TGF-β介导的纤维化过程需要经典Wnt信号通
路的活化, 通过下调Wnt信号通路抑制剂Dkk-1,

2 肝星状细胞与肝纤维化
2.1 肝星状细胞的来源和功能 当H S C被发现
表达许多神经元细胞或者胶质细胞标志物时,
有研究认为, H S C s起源于神经外胚层 [18] . 而
Krivtsov等[19]研究表明, HSCs起源于中胚层来源
的多能干间充质祖细胞(multipotent mesenchymal progenitor cells, MMPCs), 部分来源于横隔
和中皮层. MMPCs可以分化为神经细胞和间充
质干细胞系, 这类细胞标志物仍由H S C s表达.
Vishnubalaji等[20]对细胞周期调节过程的研究指
出, 来源于MMPC的不同类型的间质细胞在介
质作用下进行内部的分化. 综上所述, HSC的转
移分化存在于间充质干细胞系中. HSC是肝细胞
核内皮细胞的前体, 肝脏中间充质细胞想主要
细胞类型. 其功能包括储存脂肪, 控制肝窦张力,
储存维生素A, 损伤修复等[21]. Sauvant等[22]研究
发现, 在HSC和脂肪细胞分化过程中存在调控上

在动物纤维化模型中TGF-β可使经典Wnt信号
通路活化. 因此, 对Wnt信号的下调可能成为肝
纤维化有效的治疗靶点.
2.2.2 促纤维化信号通路: HSCs通过增加细胞数
量和细胞外基质蛋白引起纤维化改变. 在正常
肝脏中, 基底膜和基质间空隙主要包含Ⅳ和Ⅵ
型胶原蛋白; 在纤维化发生过程中不断被Ⅰ和
Ⅲ型胶原蛋白和细胞内纤连蛋白替代[25].
肝脏中自分泌或旁分泌的TGFβ1是最强的
促纤维化因子[26]. TGFβ1诱导静止期的HSCs向
成纤维细胞转化并分泌细胞外基质, 然而, 肝细
胞的凋亡和坏死刺激HSC引起纤维化时, TGFβ1
在肝细胞再生时可维持肝细胞质量调控其生
长. 在维持正常肝脏生理方面, TGFβ1同时也发
挥抗炎和生长调控等重要作用. Baarsma等[27]研
究表明, 在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的共性, 并且HSC的转移分化和脂肪细胞的去分

pulmonary disease, COPD)患者中TGFβ1活化

化相似.

Wnt/β-catenin信号通路使肺纤维化加重, 同时经

2.2 纤维化过程中肝星状细胞的活化 分析肝纤

典Wnt通路有助于肺纤维母细胞ECM产生和成

维化发生过程中细胞内外的分子机制, 为诊断

纤维细胞的分化.

和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能性 . 新的研究不

同时, TGF-β介导下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on-

断地发掘新的治疗靶点, 例如, HSC被认为是一

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 CTGF/CCN2)是成

种免疫调节细胞. 目前认为HSCs参与脂肪因子,

纤维的主要信号, 因此CTGF可作为纤维化严重

血管生成和神经内分泌调节等信号, 与其他定

性的血清学指标[28]. (1)趋化因子信号: 在各个组

值细胞相互作用, 受表观遗传和转录调控介质

织气管内趋化因子是一群功能类似细胞因子的

的调节. 在开发抗纤维化药物过程中, 寻找纤维

具有趋化作用的小分子物质, 调控炎性应答反

化进展的无侵袭性的生物标志物尤为重要, 若

应. HSC表达XCXR3, CCR5和CCR7受体同时

遗传标记可预测纤维化的发展, 或者对肝硬化

也分泌CCL2/3/5, CXCL1等细胞因子[29]. 总的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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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趋化因子促进纤维细胞迁移定植于损伤部

中, 游离脂肪酸引起氧化应激间接促进HSCs的

位, 从而通过增加细胞数量和扩大炎症促进纤

活化.

维化[14]; (2)脂肪因子通路: 脂肪因子是脂肪组织

2.2.7 HSCs的基因调控: HSC的活化受基因表

分泌的调节型多肽. 部分分子仅表达于脂肪细

达改变的调控, 基因调控机制不但包括直接转

胞, 而其余则可浸润巨噬细胞, 组成血管外基质,

录因子活性改变, 还包括启动子区甲基化的表

同时是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观遗传学修饰、mRNA稳定性和microRNA的

disease, NAFLD)的主要表现, 并且越来越多研

调控.

[30]

究证实其为纤维化发生的重要调节因素 . 脂肪

表观遗传是在DNA碱基序列不变的前提下

细胞分泌的瘦素增加时可促进星状细胞纤维增

引起基因表达或细胞表型改变, 在H S C活化过

生, TIMP-1表达增加.

程中有重要作用. 活化的HSCs内存在广泛的甲

2.2.3 神经内分泌调节: 慢性肝肝脏损伤中, 神经

基化, 蛋白质的合成[37]. 从胚胎时期开始, Wnt信

内分泌系统上调, 活化的HSC表达特异性受体,

号通路开始调控肝脏的发育, 引起肝细胞体积

大多数为调节大麻素(cannabinoid, CB)信号. 活

增大数量增加, 同时与肝细胞增殖分化也密切

化的星状细胞也分泌内源性大麻素: 2-花生四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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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了
肝纤维化的发病
机制, 指出了一些
诊疗靶标, 并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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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酸甘油(arachidonoyl glycbrol, 2-AG), 可刺激
CB1受体上调. 兴奋的CB1受体是一种促纤维化
因子, 而CB2受体是一种抗纤维化和肝细胞保护

3 肝纤维化与Wnt信号通路
首次发现W n t 基因在小鼠乳头瘤病毒(m o u s e
malnmary tumor virus, MMTV)诱导小鼠乳腺癌

[31]

性因子 .
2.2.4 免疫调节: 纤维化过程中炎性应答也是重

时MMTV的插入激活Int-1 基因, 随后有研究证

要的调节因素, 纤维化发生前通常存在持续性

实果蝇体节极性基因Wingless 与Int-1 为同源基

的炎性反应. 活化的HSCs分泌炎性因子, 通过

因, 两者合并由此命名为Wnt 基因[38]. Wnt家族包

表达黏附分子, 包括细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

含19个高度保守的分泌型糖蛋白 [39], 在细胞周

lular adhension molecule 1, ICAM-1)和血管内

期, 如细胞增殖、分裂、分化和干细胞自我更

皮黏附分子1(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 1,

新等各个生命过程中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在胚

VCAM-1)直接作用于免疫细胞, 通过抗原提呈

胎期, Wnt配体水平紊乱或者Wnt蛋白异常活化

[32]

调节免疫系统 . 炎症和促纤维形成细胞间存在

可能引起发育的缺陷; 在成人阶段, 异常的Wnt

正反馈而促进纤维化. 损伤的肝脏中HSCs上的

信号可能引起某些疾病, 例如肿瘤、骨质疏松

黏附分子表达上调进一步促进炎症.

等. Wnt信号通路主要包括经典Wnt/β-catenin信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到Wnt在调节免

号途径和非经典的Wnt信号途径.

研究发

3.1 肝纤维化与Wnt/β-catenin信号通路 Wnt/

现转录因子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kappa B,

β-c a t e n i n是在进化上高度保守的信号级联通

NF-κB)进一步活化Wnt-5a介导的非经典的Wnt

路, 在组织的发育, 内稳态中都发挥重要作用.

信号通路. Wnt-5a介导的蛋白激酶C(protein ki-

β-catenin信号在肝脏病理生理学方面通过调控细

nase C, PKC)活化同时可能有助于NF-κB相关

胞的增殖、分化、生存、代谢和氧化还原状态

基因的转录活性, 例如编码各类趋化因子和促

而调控肝脏的发育、再生、干细胞辅助的再生

疫细胞合成和分化间的作用. S e n等

炎因子

[34]

[33]

和肝区带化. 在对肝脏代谢调控方面, β-catenin可

.

2.2.5 血管再生: 血管生成是肝脏损伤修复引起

能与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和

肝纤维化过程和肝脏再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

NAFLD相关; 同时, 在肝癌中对细胞的再生和存

时促进肝癌发生的. 因此, 体内正常肝脏可维持

活有重要作用[40].

促进和拮抗血管生成间的平衡. 肝硬化中, 收缩

当细胞外缺乏W n t信号时, 胞质内的

的HSCs促进血管再生和加剧门脉高压. HSCs

β-catenin与轴蛋白(axin)、肿瘤抑制因子腺瘤性

在窦周隙具有潜在的抵抗张力和调节血流的功

结肠息肉病基因蛋白(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

能

[35]

gene, APC)、酪蛋白激酶1(casein kinase 1, CK1)

.

2.2.6 NADPH氧化应激: 酒精代谢引起游离脂肪
酸的蓄积促进纤维化. Wobser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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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实验

和糖原合成激酶3(glycogen synthase kinase 3,
GSK3)组成复合物, 并被CK1和GSK3磷酸化; 磷

2014-09-08|Volume 22|Issue 25|

3770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酸化后的β-catenin被E3泛素连接酶β-Trcp识别,

达减少, Wnt信号通路被抑制, 肿瘤生长速度减

从而降解β-catenin; 此状态下, Wnt 靶基因被T细

缓. 这在肾癌[45]和星形细胞瘤[46]的研究中也取得

胞因子/淋巴增强因子(T cell factor/lymphoid en-

相同结论.

hancing factor, TCF/LEF)和组蛋白乙酰酶(histone

Dkk-3是近来Dkk家族中被关注最多的抑制

deacetylases, HDAC)抑制. 当细胞外存在Wnt信

剂, 他通过与LRP5/6复合物竞争性结合从而抑

号时, Wnt与细胞膜上的7次跨膜蛋白卷曲蛋白

制经典Wnt信号途径传递. Yu等[47]在胃癌及愈后

(frizzled, Fz)受体及其共受体低密度脂蛋白受

研究中发现Dkk-3 基因M1615区域异常甲基化者

体相关蛋白5/6(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

疾病结局较差; 高度的甲基化导致Dkk-3 基因的

protein 5/6, LRP5/6)结合形成Wnt-Fz-LRP5/6复

沉默, 从而过度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通路影响

合物, 该复合物结合胞质内的支架蛋白D v l使

疾病愈后.

Axin蓄积和LRP5/6的磷酸化; 此过程阻断了axin
介导的β-catenin的磷酸酸化, β-catenin在胞质内

4 肝纤维化中Wnt信号通路靶向治疗

蓄积后进入细胞核与TCF/LEF形成复合物, 激活

神经细胞生长抑制因子(Necdin)和DLK在HSCs

Wnt 靶基因表达 .

活化过程中选择性表达. 上调Necdin时可通过

[41]

研究表明, 在静止的HSC中均

活化Wnt信号和抑制PPARγ使静止的HSCs活化.

存在β-catenin和经典Wnt蛋白(Wnt1、Wnt2、

necdin-Wnt通路通过甲基化抑制PPARγ调控抗

W n t10等)的表达, 同时在H S C分化为成纤维

生脂的HSC迁移分化, Wnt抑制剂Dkk-1也可复

Kordes等

[42]

细胞时, 经典Wnt蛋白表达下调. 说明经典Wnt

制这类表观遗传学效应[48]. 有研究表明, 在活化

信号通路参与维持H S C的静息状态的维持. 而

的HSCs中Necdin的直接作用靶点是Wnt10b. 在

Akhmetshina等[24]体外培养肝脏细胞研究表明

HSCs中二甲双胍调控TGF-β受体Bambi的表达

经典W n t信号通路参与H S C的活化, 此过程与

促进经典Wnt信号通路的活化, 引起HSC的增值

TGF-β相关.

和肝纤维化[49]. 培瑞维A酸是属于无环类维生素

3.2 肝纤维化与非经典Wnt信号通路 非经典Wnt

家族, 在HSCs中可抑制PDGF受体α/β, 同时可抑

信号通路主要特征为不依赖β-catenin蛋白, 通

制活化的PDGF-C介导的HSCs向成纤维细胞的

常包括Wnt/Ca2+通路和细胞极性通路(planar cell

转化. 在肝纤维化中, pretinoin表达受抑[50].

polarity, PCP). Wnt/Ca2+通路主要包括Wnt5a、
PKC和该条蛋白激酶Ⅱ(calmodulin kinase Ⅱ,
CamKⅡ). PCP通路通常调节细胞骨架、与细胞
的生长和分化过程相关[43].
3.3 肝纤维化中Wnt信号通路的调控
3.3.1 Wnt受体: Wnt受体的恶性表型对正常组织
内稳态是可有可无的, 由此可提供一个有效的
干预治疗纤维化的策略.
3.3.2 分泌型的Wnt信号的抑制剂: 分泌型卷曲
蛋白相关蛋白(secreted frizzled-related proteins,
sFRPs)和Wnt抑制蛋白(Wnt inhibitory protein,
Wif)与直接与Wnts蛋白和/或Fz蛋白结合从而
抑制下游反应; Dickkopf (DKK)家族和WISE/
SOST家族与LRP5/6或Fz-LRP6复合物结合阻断
Wnt信号.
Rubin等[44]发现, 相对于正常人的成骨细胞,
骨肉瘤患者肿瘤细胞中Wif-1的mRNA和蛋白水
平下调, 并与其启动子的甲基化程度密切相关.
建立细胞模型逆转其启动子甲基化程度后, 可
见Wif-1过度表达而使胞内和胞核中β-catenin表

WCJD|www.wjgnet.com

5 结论
在肝纤维化发生和进展时, Wnt信号通路异常激
活可能是致纤维化发生和形成的重要因素. 减
少该通路信号对肝纤维化具有较大的临床意义.
诸如Wnt拮抗剂、SiRNA、可溶性受体、转录
竞争和抑制因子都可以抑制Wnt信号.
Wnt信号通路异常活化使HSC增殖活化、
上皮细胞迁移转化、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或与其他促纤维化因子
相互作用引起肝纤维化. 同时, 在肝纤维化中
Wnt信号通路也受到表观遗传修饰, 预示表观遗
传修饰可能是纤维化治疗的新靶点. 如今越来
越多的Wnt通路的抑制剂受到人们的关注, 一些
进入临床的试验也提示我们一些潜在的治疗价
值. 肝纤维化中对Wnt更深入的研究将给我们带
来更多更具有价值的诊疗策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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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alignant diseases and has the
fourth highest mortality rate worldwide.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tiological factors for HCC.
Current studies show that the hepatitis B virus X
(HBX) ge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BV-associated HCC. HBX protein is
a multifunctional regulator. Though interacting
with different host factors, HBX takes part in
many cell physi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signal
transduction, gene transcription, cell cycle progression, apoptosis and autophagy. This review
will discuss the biological role of HBX prote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HCC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knowledge on this protein.

■背景资料

摘要
原发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是一种常见的恶性度较高的疾病. 其死亡率在
世界排名第4位.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 i r u s, H B V)的感染, 是其发病的一个重
要因素. 目前证据表明乙型肝炎病毒X蛋白
(hepatitis B virus X, HBX )基因在HBV介导的
HCC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HBX蛋白是一种多
功能的调节蛋白, 通过与不同的宿主细胞因子
相互作用, 来参与细胞信号的传导、转录、细
胞周期、凋亡、自噬等多种细胞活动. 本文依
据目前研究水平探讨HBX蛋白在HCC发生发
展中的生物学作用.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乙型肝炎病毒； 乙型肝炎病毒Ｘ蛋白； 肝细
胞癌
核心提示：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
感染是诱发原发性肝癌的主要原因之一, 乙型肝
炎病毒X蛋白(hepatitis B virus X protein, HBX)
能通过干扰宿主细胞转录、信号转导、细胞周
期、DNA修复、细胞凋亡、自噬以及染色体稳
定性等引起肝癌的发生, 同时参与肿瘤细胞的侵
袭和转移, HBX蛋白在肝癌发生中扮演重要角色,
其租用机制成为HBV相关肝癌研究的热点内容.
吴德海， 邰升． Ｈ Ｂ Ｘ促进肝细胞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 世界
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７７３－３７７９ URL: http://www.

wjgnet.com/1009-3079/22/3773.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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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主要的恶性疾病之一, 2000年发病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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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是临
床上最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 其发
病率和死亡率居
高不下, 我国肝癌
以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B virus,
HBV)相关的肝癌
患者所占比例较
大, HBV 基因可
以编码多种蛋白,
其中乙型肝炎病
毒x蛋白(hepatitis
B virus x protein,
HBx)在乙型肝炎
相关的肝癌的发
生发展过程中起
着重要作用, 为
研究HBV相关肝
癌发生发展机制,
HBx成为研究热
点之一.

原发性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

王阁, 教授, 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三
军医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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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x蛋白是一种
多功能的调节蛋
白, 具有重要功
能, 在HBV相关肝
癌的发生发展以
及侵袭转移中起
到重要作用, 其研
究意义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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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50多万例 [1]. 全世界H C C患者约75%-80%是

加到该区域胞嘧啶的第5位碳原子上 [9] . D N A

由于持续感染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甲基化主要由DNA转甲基酶家族(a family of

HBV)(50%-55%)或者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DNA methyltransferases, DNMTs)来构建, DN-

C v i r u s, H C V)(25%-30%)

[2,3]

. 尽管实验表明

[4]

MTs家族主要有三个成员(DNMT1、DNMT3A

HBV是引起HCC的主要因素 , 然而其机制还

和D N M T3B)参与催化特定的转甲基过程 [10] .

不是很清楚. 经过对H B V相关的H C C广泛研

DNMT1主要参与复制过程中DNA甲基化的重

究发现, 许多因素参与其中. 大量证据表明乙

建, DNMT3A和DNMT3B则是介导新的DNA甲

型肝炎病毒X蛋白(hepatitis B virus X protein,

基化过程[8]. 目前研究表明这3种DNMTs成员都

H B X )基因及其表达产物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

可以被招募到抑癌基因的启动子上, 引起该区

HCC发生过程中, HBV DNA整合入宿主细胞

域的高甲基化并降低其表达 [10]. 而致癌基因启

中, H B X 基因也包含在内, 且其仍然保持其活

动子上的DNMTs则被释放, 导致其低甲基化及

性. HBX引起HCC发生发展的机制已经被各种

相应基因的高表达[11]. HBX增强DNMT的活性,

体内外实验研究, 然而具体机制尚不明了. 本

并导致宿主细胞中抑癌基因CpG区域异常甲基

文主要依据目前的研究结果阐述H B X在H B V

化 [12]. 这些基因参与细胞周期的管理、细胞生

相关HCC中的作用.

长、去分化、侵袭、凋亡、免疫逃逸以及异生

1 HBX 基因与HBX蛋白
H B V基因组是一个长度为3.2 k b的部分双链
环形基因组, 该基因组拥有4个重叠的开放阅
读框架, 分别编码病毒包膜乙型肝炎表面抗
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乙型
肝炎核心抗体(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 HBcAb)、病毒聚合酶(DNA polymerase, DNAP)
和HBX蛋白 [5]. 其中HBX蛋白作为一个重要的
转录因子, 因其在肝癌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的多
效性的作用而备受瞩目. 在哺乳动物噬肝病毒
中, HBX 基因编码的HBX蛋白是一种演化过程
中高度保守的蛋白, 是病毒复制过程中至关重
要的蛋白. H B X蛋白是由452个碱基构成的基
因编码的长度为154氨基酸的蛋白质, 其分子
量为17 k D a [6]. 作为一个多功能管理者, H B X
通过与宿主细胞内不同的细胞因子相互作用
参与许多细胞代谢过程的管理, 其中包括信号
转导、转录、细胞周期、D N A损伤修复、自

代谢等多种生理活动, 且这些活动都与HBV介
导的肝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13]. HBX可以通
过自身反式激活活性提高DNMT1和DNMT3A
的表达, 致使一些具有肿瘤抑制活性基因的启
动子高甲基化[14]. 例如负性调节细胞周期的P16
基因 [14]; 与肿瘤侵袭和去分化密切相关的钙黏
蛋白基因(E-cadherin )[15]; 介导生长抑制信号传
导通路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GF)结合蛋白3(IGF binding protein 3,
IGFBP-3)[16]. 进来一些研究表明HBX可以使启
动子低甲基化来提高相应基因的表达, 这些基
因包括一些促进肿瘤发生相关的基因, 例如视
黄醛脱氢酶1(retinal dehydrogenase 1, Raldh1 );
血浆视黄醇结合蛋白前体(retinol-binding prot e i n p r e c u r s o r, R B P ); 细胞视黄醇结合蛋白
I(cellular retinol-binding protein 1, CRBP1 ); 以
及钙黏素6基因[17,18].
2.2 HBX可以导致异常的组蛋白修饰 DNA甲基

噬、凋亡、细胞增殖和基因稳定等[7].

化状态的改变在HBX介导的肝癌中并不是孤立

2 HBX与表观遗传学改变

变, 例如组蛋白的修饰. 其主要作用是激起和维

表观遗传学的改变是指在不改变DNA碱基序列

持基因的活性状态 [19]. 组蛋白修饰在生理上通

的基础上, 改变基因的表达, 这些改变可以被视

过与基因转录、复制及DNA修复过程中相关的

为基因的“开关”, 并最终决定哪些蛋白被转

各种关键蛋白相互作用, 来管理DNA序列的使

[7]

存在的, 其发生通常伴有其他表观遗传学的改

录 . 细胞内主要通过DNA的甲基化、组蛋白的

用权限. 在肝癌细胞中组蛋白修饰状态通常发

修饰和相关RNA的沉默3种方式对基因进行表

证反常的改变, 这些改变可以影响细胞的基因

[7,8]

观沉默

.

表达, 从而干扰细胞的正常活动. 目前在HBX介

2.1 H B X参与宿主细胞D N A甲基化的过程 可

导的肝癌细胞中, 对于组蛋白修饰改变研究比

逆性D N A甲基化主要发生在胞嘧啶-鸟嘌呤二

较热的就是组蛋白赖氨酸残基的乙酰化和甲基

聚体区域(CpGs), 甲基基团通过转甲基酶被添

化修饰. 乙酰化修饰主要由组蛋白乙酰转移酶

WCJD|www.wjgnet.com

2014-09-08|Volume 22|Issue 25|

吴德海， 等． ＨＢｘ促进肝细胞癌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							

(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s, HAT)和组蛋白脱乙

体末端的DNA-蛋白复合体, 用以保护染色体终

酰酶(histone deacetylases, HDAC). 目前研究表

末端防止其被降解. 从正常的肝细胞到慢性肝

明HBX促进HBV诱导的肝癌的发生机制之一就

炎细胞, 端粒是逐渐缩短的, 肝癌细胞中最短[33].

是通过使特定的肿瘤相关基因乙酰化来实现的.

HBX可以作为端粒酶启动子阻遏蛋白Myc 基因

例如, H B X可以占据宿主目的基因的启动子,

相关锌指(Myc-associated zinc finger, MAZ)的辅

增加cAMP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AMP-response

阻遏物, 通过提高MAZ蛋白与端粒酶启动子结

element binding protein, CREB)结合蛋白(CREB

合能力, 从而抑制端粒酶转录, 导致端粒逐渐缩

binding protein, CBP)/p300转录复合体(内源性

短[34]. 所以, 在衰老的肝硬化组织中, 肝细胞想要

乙酰酶)在该区域的聚集量, 从而导致组蛋白的

恶变需要绕过衰老机制并且能够在端粒极度缩

乙酰化和基因的高表达

[20]

. 这一机制在HBX引

另外, 有证据表明乙型肝炎病毒DNA序列

殖细胞核抗原(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

可以整合到端粒酶基因组中, 并导致端粒酶表

. HBX还可以通

达失调[35,36]. 而且, HBX还可以提高端粒酶的表

过导致特定的抑癌基因组蛋白脱乙酰化诱导

达[37]. 在肝癌细胞中, 尽管端粒酶活性提高, 但是

肝癌的发生. 例如, HBX抑制CDH1和IGFBP-3

端粒始终很短, 这可以导致端粒稳定性差、染

的表达机制就是分别招募转录因子m S i n3A/

色体稳定性差以及多倍体的出现[37]. 总之, 大部

HDAC1复合体和Sp1/HDAC1复合体(内源性脱

分肝癌细胞的染色体都表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

乙酰酶)到各自的基因的组蛋白上, 使其脱乙酰

类似于衰老逐渐累积的细胞, 这一点已经在肝

PCNA)的高表达中也有发现

化

[22,23]

. 进来有研究表明H B X也可以导致组蛋

白甲基化, 特别是H3组蛋白赖氨酸4(H3-K4).
SET和MYND结构域3(SET and MYND domain-

不稳定性频率会随着细胞的癌变程度提高[38].
4 HBX与自噬

基转移酶(histone methyltransferase, HMT), 可以

自噬是一种在进化上保守的细胞新陈代谢过

提高该区域的基因的转录活性[24]. HBX通过提

程, 可以使细胞通过降解自身细胞质中的蛋白

高SMYD3表达, 反式激活一些致癌基因, 比如

提供自身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从而使细胞能够

C-MYC

在饥饿等恶劣条件下存活 [39] . 根据物质的性

, 其过度表达对肝癌的发生发展起到

重要作用.

质以及运送到溶酶体的方式, 可以将自噬分为

2.3 HBX介导肝癌细胞中miRNA的改变 HBX

巨大囊泡自噬(m a c r o a u t o p h a g y)、微小囊泡

可以上调一些m i R N A s的表达量, 例如可以

自噬(microautophagy)和分子伴侣介导的自噬

靶向沉默肿瘤抑制基因R A S S F1A 的m i R N A-

(chaperone-mediated autophagy)[40]. 自噬过程

602(miR-602)[26]; 沉默PTEN以提高肿瘤转移的

的最初阶段是形成一个双膜的囊泡结构, 叫做

miR-29a和miR-148a[27,28]等. HBX也可以下调一

初级自噬囊泡(autophagosomes), 用以将需要

些miRNAs的量, 例如用以沉默肿瘤转移相关基

降解的物质从细胞质中隔离出来. 初级自噬囊

因MTA1 的miR-661 ; 靶向作用于DNMT3A的

泡形成后与溶酶体结合形成单膜的次级自噬囊

[29]

HBx蛋白已经被
广泛研究, 其诱
导肝癌发生发展
的相关机制也已
经通过细胞及动
物实验得到证实,
目前国内外关于
HBx的文献报道
较多, 对于指导临
床工作有一定的
意义.

硬化患者的肝脏组织中的得到证实, 并且这一

containing 3, SMYD3)的组蛋白H3-K4特异性甲

[25]

■相关报道

短的情况下存活.

起的细胞因子白介素-8(interleukin-8, IL-8)和增
[21]

3775

泡(autolysosomes), 使得囊泡内的物质在多种

[30]

miR-101 等.
然而, HBX在调控宿主细胞基因表达中的

水解酶及高度酸性的环境下被充分反应, 最终

主要角色, 是作为一种转录因子调控miRNAs的

降解为氨基酸、脂肪酸、碳水化合物和核苷酸

表达还是作为一种辅因子影响DNA甲基化和组

在细胞内被利用 [41]. 自噬在肝癌细胞对索拉菲

蛋白的改变, 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尼等化疗药物产生的抵抗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42]. HBX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来提高细胞的自

3 HBX、衰老和端粒末端的改变

噬水平.

衰老可以阻止受损细胞的增殖, 同时通过提高
[31]

4.1 HBX与Beclin1 HBX通过激活死亡相关蛋白

肿瘤抑制因子的表达来减少恶变的风险 . 肝硬

激酶(death-associated protein kinase, DAPK), 提

化患者的肝脏中, 可以观察到衰老表型占优势

高Beclin1的表达量来提高自噬[43-45]. Beclin1可以

的肝细胞增殖率的降低以及端粒的缩短和细胞

与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

周期阻滞

[32]

. 端粒是一种结合在真核细胞染色
WCJD|www.wjgnet.com

nase, PI3K)形成复合体VPS34, 参与初级自噬囊

2014-09-08|Volume 22|Issue 25|

3776
■创新盘点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本文对HBx在肝
癌的发生发展过
程中的作用, 调控
信号通路的参与
以及肝癌的转移
机制的最新进展
进行了分析.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泡的形成[46].

凋亡途径的初始阶段 [7]. H B X还可以通过核因

4.2 HBX与PI3K/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

子-κB(nuclear factor-kappa B, NF-κB)和CREB

PKB或AKT)信号传导通路 HBX可以通过激活

途径, 提高甲硫氨酸腺苷转移酶Ⅱα的表达, 致

[47,48]

. HBX

使S-腺苷-甲硫氨酸(S-a d e n o s y l-m e t h i o n i n e,

实现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抑制肿瘤抑制因子

SAM)量减少, 来抑制凋亡[56]. HBX也可以通过

PTEN来完成的. PTEN通过其去磷酸化作用阻止

提高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抑制凋亡[57]以及扰

PI3K下游靶蛋白PIP2生成PIP3, 从而抑制PI3K/

乱线粒体动态平衡, 增强线粒体的分裂和自我

P I3K/A K T信号传导通路增强自噬

AKT信号传导通路

[49]

. HBX提高细胞内反应活

吞噬来削弱凋亡[58].

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的量, 氧化

5.2 HBX的促凋亡作用 实验研究表明HBX可以

PTEN蛋白, 使其失活, 从而间接激活PI3K/AKT

通过许多不同的机制来促进凋亡的发生, 例如

信号传导通路, 增强自噬的表达[47,48]. PI3K蛋白

使Fas/FasL、Bax/Bcl-2等信号通路功能失调;

家族对于细胞的增殖、分化和转移等有着重要

增强cFADD样IL-1β转化酶(cFADD like IL-1β-

的作用, 该蛋白家族主要有3个亚型, 其中第三

converting enzyme, cFLICE)的活性; 提高热休

亚型(PI3K Ⅲ)是唯一存在于哺乳动物细胞中的

克蛋白60(HSP60)、HSP70、DNA损伤结合蛋

亚型, 也叫VPS34, 可以与Beclin1结合参与自噬

白1(DNA damage-binding protein 1, DDB1)以及

[46,49]

初级自噬囊泡的形成

.

NF-κB等蛋白的表达[59-61]. 另外, 研究表明HBV

4.3 HBX与溶酶体 HBX除了可以提高自噬的表

病毒复制时, HBX可以提高细胞对凋亡杀伤的

达量, 还可以抑制自噬的降解. 近来有研究表明

敏感性; 且细胞用以抵抗凋亡的TNFα, 在HBX

HBX可以通过抑制溶酶体的成熟, 影响其活性,
阻止自噬囊泡的降解[50].
5 HBX对凋亡的影响
维持正常的组织代谢平衡主要依靠细胞增殖和
程序性细胞死亡(即凋亡). 凋亡主要负责清除感
染、损伤和癌变的细胞以及在组织细胞发展过
程中出现在错误地方的细胞. HBX在凋亡方面
的影响对于肝癌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影响机制较为复杂, 因为HBX同时具有抗凋
亡和促凋亡两种活性. 这明显矛盾的作用还没
有被解释清楚, 目前较为合理的解释就是高表
达的HBX可以促进凋亡, 而低表达的HBX则抑
制凋亡[51].
5.1 HBX的抗凋亡作用 HBX可以抑制P53相关
凋亡途径. HBX在细胞浆中与P53形成复合体,
阻止其进入细胞核, 从而阻止了P53在转录过
程中的反式激活效应以及与其他转录因子的
相互作用

[52,53]

, 致使许多P53介导凋亡途径的相

关基因表达受限, 例如P21 、Bax 、Fas 等[54]. 另
外H B X还可以通过上调凋亡抑制蛋白生存素
(survivin)来抑制凋亡[55]. 生存素还可以与HBX
反应蛋白(HBX interacting protein, HBXIP)形
成复合体Survivin-HbXIP, 该复合体可以与半

的作用下含量也明显降低[62].
6 HBX与肝癌转移
H B X诱导的肝癌患者, 其复发率和转移率较
高, 然而具体机制尚不明朗 [63] . 近来研究表明
HBX可以通过激活PI3K/AKT/糖原合成酶激酶
-3β(glycogen synthase kinase-3β, GSK-3β)信号传
导通路稳定Snail蛋白, 引起肝癌细胞的上皮间质
转化, 从而促进肝癌细胞浸润转移[64]. HBV DNA
整合入宿主细胞DNA时通常会导致HBV DNA的
截断, 且主要发生在HBX蛋白的C'末端. 实验证
明, HBX蛋白自然条件下C'末端被截短24个氨基
酸可以提高HepG2细胞的浸润能力, 且可以增强
基质金属蛋白酶10(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10,
MMP10)的转录, 提高肝癌细胞的转移能力[65]. 另
有报道称, HBX可以通过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细
胞外调节蛋白激酶)/CREB通路提高FoxM1(肝癌
细胞转移的一个重要管理者)表达活性来促进肝
癌细胞的转移[66]. HBX还可以通过提高HSP90α蛋
白和转移相关蛋白1(metastasis-associated protein
1, MTA1)诱导肝癌细胞转移[67]. 另外, HBX引起细
胞转移表型改变之外, 还可以通过自身或与生长
因子相互作用提高细胞的运动能力[63]. 总之, 这些
在公认的HBX相关的分子机制基础上寻找到的
线索, 都为HBV相关的肝癌浸润转移提供了依据.

胱氨天冬氨酶9前体(pro-Caspase9)结合, 阻止
其对凋亡蛋白酶活性因子1(apoptotic protease

7 结论

activating factor-1, Apaf1)的招募, 抑制线粒体

H C C是一种较为流行且致命性较高的一种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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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目前的研究主要为了阐明其发生的分子机
制以便制定更好的治疗方案. HBV是诱发HCC
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 但是HBV相关HCC的发
病机制尚不完全明了. 实验表明HBX蛋白在肝

12

癌的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些数据让我们
了解了HBX蛋白的细胞转化的潜力, 然而还需
要进一步探究. 充分理解HBX蛋白在HCC发生

13

过程中的作用可能为HCC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的
治疗方案.
1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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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对肠运动的调节作用及其神经机制
毛廷丽， 周思远， 赵 敏， 李 瑛

■背景资料

胃肠动力障碍性
疾病是消化系统
的常见病, 近年来
针刺对胃肠运动
的影响已取得一
定进展. 对其结果
现有研究尚缺乏
统一结论, 因此针
刺对肠运动的调
节效应并其机制
的文献总结分析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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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cupuncture on
intestinal motility and related
neural mechanisms

be conducted, and the quality of st u di e s
should be enhance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entral mechanism and
the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s related to
acupun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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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同行评议者

刘杰民, 副主任医
师, 贵州省人民医
院消化内镜科

We review the literature about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on intestinal motility in recent 10 years and analyze the related neural
mechanisms. In addition to the enhancing
or inhibitory effect on intestinal movement,
acupuncture can show a bidirectional modulatory effect on intestinal function. The neural
mechanism related to acupuncture involves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d the enteric nervous system. Most of acupuncture studies focused
on the gastric motility,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tudies on the intestinal motility. More acupuncture studies on intestinal motility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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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综述近十年来关于针刺调节肠运动的相
关文献, 分析针刺对肠运动的调节作用及其神
经机制. 结果显示针刺对肠运动的影响除了增
强或抑制效应外, 还可表现为对肠道功能的双
向、良性调节作用. 而针效发挥的神经机制主
要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肠神经
系统共同参与. 现有针刺调节胃肠动力的研究
以胃运动为主, 缺乏对肠运动调节的研究, 且
目前的研究结果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建议开展
更多针刺调节肠运动的研究, 并加强研究质
量. 在神经机制方面, 今后的研究应侧重对参
与针效发挥的中枢机制以及针刺信号传导通
路的探讨.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针刺； 肠运动； 神经机制
核心提示： 本文总结针刺对肠运动的调节作用主
要表现为增强、抑制和双向良性调节效应, 并分
析其神经机制. 针对现有文献存在的问题, 应加
强对研究质量的控制, 建议后续研究侧重于针效
发挥的中枢机制、针刺信号传导通路.
毛廷丽， 周思远， 赵敏， 李瑛． 针刺对肠运动的调节作用及其神
经机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７８０－３７８５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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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 说明电针足三里穴可增强肠动力、协调
胃肠运动. 沈菁等

[14]

研究显示针刺足三里、养

老、曲池能使小肠电振幅上升, 针刺足三里、
养老、通里、内关等穴位能调节肠运动的节律.

0 引言
针灸疾病谱 研究显示针刺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王伟宁等[15]研究发现针刺结合结肠水疗治疗慢

具有确切疗效, 近年来相关研究[2]证实针灸对于

传输型便秘(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STC), 结

[1]

[3]

胃肠疾病疗效显著, 现代实验研究 亦证明针刺

果显示与治疗前比较, 治疗后结肠肠电频率和

对胃肠功能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针刺对肠道

波幅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说明针刺可以改善

运动的干预是针刺治疗消化系统疾病特别是胃

STC患者肠电, 促进结肠运动, 从而缓解其临床

[4]

肠动力障碍性疾病的一个重要方面 , 因而针刺

症状.

对于胃肠运动的调节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关

1.2 针刺对肠运动的抑制效应 针刺除了具有增

[5,6]

表明针刺对胃肠的这种调节作用受

强肠运动的效应外, 亦有抑制肠道运动的功能.

诸多因素影响, 不同的针刺方法、频率、腧穴

王海萍等[16]针刺SD大鼠天枢穴, 与针刺前基础

以及机体的状态或内外环境都可使针效呈现很

值相比其移行性复合运动肠电快、慢波及肠运

大差异. 然对其机制现有研究仍未有明确结论,

动的频率和幅值均有明显下降, 说明针刺天枢

对此我们查阅近十年来的相关文献, 现分析总

穴对游离肠管大鼠空肠平滑肌肌电、肠运动均

结如下.

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朱青艳 [17]采用电针束

注.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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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针刺对肠运动功
能的增强、抑制
及良性的双向调
节效应是本领域
的研究热点之一.
其神经机制主要
是对中枢神经系
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自
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S)和肠
神经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
ENS)的探讨, 后
续对神经机制的
研究应加强对参
与针效发挥的中
枢核团、神经递
质的探讨以及对
针刺信号传导通
路的研究.

缚应激模型大鼠上巨虚穴, 与对照组相比结肠
1 针刺对肠运动和肠电的影响

小珠排出时间显著缩短, 蓝斑核(locus coeruleus,

胃肠电活动是胃肠动力的基础, 胃肠运动过程中

LC)脊髓L6-S1的C-FOS平均光密度值显著增高,

伴随电活动, 最终通过其平滑肌运动体现出来,

说明电针束缚应激大鼠上巨虚可明显抑制结肠

[7]

平滑肌的运动与平滑肌的电活动密切相关 . 胃

运动功能. 王艳杰等[18]针刺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肠电活动作为反映胃肠功能的一项客观电生理

(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指标, 可间接反映结肠动力状况[8], 在病理条件下,

D-IBS)模型大鼠眼针穴区, 与模型组对比, 穴区

肠道运动和肠电均可表现出异常, 因此针刺对肠

组大鼠结肠SP、NKI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结

电活动影响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肠运动

肠运动功能受到抑制. 王智君等[19]研究电针对肠

的调节作用. 然而针刺对肠道运动和肠电的干预

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大鼠

在不同因素作用下可表现为不同的调节效应.

肠道运动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 同假电针组比
[9]

较电针组治疗后30 min内IBS大鼠结肠蠕动频率

电针手术造模引起的部分肠梗阻Sprague-Daw-

明显下降, 说明电针对IBS大鼠异常增加的肠道

ley(SD)大鼠足三里穴, 研究发现与非处理组相

运动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常梦娟等[20]发现针刺可

比针刺能改善肠梗阻引起的阻塞现象, 并明显

以抑制腹泻小鼠小肠推进, 并对受损的小肠黏

[10]

膜病理损伤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Kim等[21]针刺清

研究表明电针刺激大鼠足三里穴可以促进结肠

醒状态下狗的大肠经穴, 实验发现针刺长强穴

的收缩功能, 说明针刺对于肠运动有一定的增

对结肠肠电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可缓解因肠功

1.1 针刺对肠运动和肠电的增强效应 Peng等

增加其减慢的小肠肠电的频率和振幅. Luo等

[11]

强作用. Sun等 研究证实电针狗足三里穴能改

能亢进导致的腹泻.

善其胰高血糖素诱发的肠功能减弱, 增强其肠

1.3 针刺对肠运动和肠电的双向调节效应 实验

道的收缩功能和小肠的运输功能, 且这种效应

研究表明[22]针刺对胃肠运动的影响除了单向的

可以分别被纳洛酮以及阿托品阻断和部分阻断.

抑制或者增强效应外, 更多的表现为在病理条

柯晖

[12]

■相关报道

发现针刺小肠运动抑制型模型大鼠足三

件下对肠道功能的双向、良性调节, 即根据机

里、内关、梁丘三穴后, 小肠平滑肌动作电位

体功能状态和相关条件的不同, 对于肠运动功

频率均显著增高, 小肠运动的抑制状态得到明

能低下者可促其蠕动回升, 对于肠运动功能亢

显改善, 肠运动功能增强. 方正清等

[13]

发现电针

进者使之运动减缓, 从而使不正常的肠道运动

足三里可使功能性消化不良模型大鼠结肠肠电

趋于正常状态. 秦庆广等 [23]针刺正常大鼠天枢

图的频率、幅值均明显增高, 波形不规则程度

穴可降低空肠收缩的频率和波幅, 针刺腹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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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庆广等针对针
刺调节肠运动功
能的研究, 结果显
示针刺天枢对腹
泻状态大鼠的空
肠运动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 对便秘
状态的大鼠远端
结肠运动则表现
为促进作用, 研究
的结果说明针刺
对肠运动功能有
明显的双向调节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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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针刺调节
肠运动功能近十
年的相关文献进
行了整理, 同时
试图总结分析其
针效发挥的神经
机制, 分别阐释
了针刺对CNS、
ANS和ENS的调
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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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天枢可降低空肠运动的频率和波幅, 而针刺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感传出[31].

正常大鼠天枢可增加远端结肠运动的频率和波

此外, LC脑内弓状核等都参与了针效发挥[5].

幅, 针刺便秘模型大鼠天枢使远端结肠的运动

朱青艳[17]以束缚应激动物模型模拟人类IBS, 诱

加快, 波幅增大. 说明针刺天枢对正常和腹泻状

导结肠运动加快, 并诱发了脊髓L6-S1节段C-FOS

态大鼠的空肠运动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对正常

蛋白表达, 电针上巨虚治疗后结果显示脊髓及LC

和便秘状态的大鼠远端结肠运动均有明显的促

的C-FOS表达受到抑制, 相关应激中枢神经元的

[24]

进作用. 张娜等 采用颈外静脉给药使大鼠空肠

活化程度减弱, 推测出电针可通过抑制脑肠轴中

处于正常、运动亢进、运动抑制状态, 电针三

枢端(脊髓、LC)对结肠传入信息的放大作用, 从

种状态下大鼠天枢、曲池、上巨虚和大肠俞穴,

而通过副交感神经的传出通路相应改变中枢对

通过比较针刺前后空肠内压变化, 结果发现天

结肠功能的调控, 达到抑制结肠运动亢进的作用.

枢、曲池对空肠运动的影响表现为单向优势效

2.2 针刺对外周神经系统的调节 外周神经系统

应, 即天枢表现为抑制效应, 曲池表现为兴奋效

主要是自主神经系统(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应; 而大肠俞在空肠正常状态下表现为抑制效

A N S)中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迷走神经).

应, 在空肠运动抑制和亢进状态下均表现为兴

已有研究[32]证明, 针刺对肠运动的兴奋效应主要

奋状态. 孙彦辉等[25]等测定STC大鼠与正常大鼠

通过迷走神经实现, 而抑制效应则是由交感神

的结肠肌电, 比较发现, STC模型大鼠结肠肌电

经和副交感神经共同实现. 王渊[33]研究发现电针

慢波的改变呈双向性, 即一部分表现为频率减

天枢、大肠俞穴对胃肠功能的调节作用以抑制

慢、振幅增加; 另一部分表现为频率增快、振

胃肠运动为主, 曲池、上巨虚穴对胃肠功能的

幅不等. 针刺结肠慢波频率减慢组大鼠, 能增加

调节作用以促进胃肠运动为主. 另有研究[34,35]亦

其频率, 降低振幅; 而针刺结肠慢波频率加快组

显示针刺腹部腧穴时, 激活交感神经结界, 使其

[26]

针刺泻药性模

放电频率加快, 可引起胃肠运动的抑制性反应,

型大鼠可使其结肠肌电振幅增高, 频率加快或

其反射中枢在脊髓. 交感神经即来源于脊髓胸

减慢, 呈双向调节作用.

段T9-T12 [36], 其支配肠道的交感神经元位于脊

大鼠, 能减慢其频率. 周惠芬等

髓下胸段T10-T12, 与天枢穴的交感传入神经元
2 针刺调节肠运动的神经机制

位于T6-T12重叠 [37], 张玉翠等 [38]研究结果显示

2.1 针刺对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 中枢神经系统

电针天枢穴对大鼠胃运动异常模型胃内压有明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对传入和传出信号

显调节作用, 这也可能是天枢穴能够抑制肠运

调控机制的改变是导致胃肠病特别是功能性胃

动的外周机制. 针刺天枢穴交感神经兴奋可促

肠病发生的病因. 调节肠道运动的基本中枢位

进节后纤维释放去甲肾上腺素, 并主要通过肠

[27]

于脑干和延髓水平, Gamboa-Esteves等 报道大

神经元实现对其胃肠机能的传出作用, 从而对

鼠延髓存在一条延髓内脏带(medullary visceral

肠运动产生抑制作用. 因此针刺天枢等腹部的

zone, MVZ), MVZ内部以孤束核(nuclei tractus

穴位即可激活交感神经而对肠道运动产生抑制

solitarii, NTS)为中心, 通过各核团间的纤维相互

效应.

联系, 构成以延髓内脏活动调控为主的中枢, 也

I w a等 [39]报道电针大鼠足三里穴可加快结

是胃肠动力重要的调控中枢. Noguchi[28]针刺上

肠传输, 并可明显增强远端结肠运动幅度, 而对

巨虚和足三里可激活NTS和迷走神经背核神经

远端结肠去外在神经处理或预先注射的阿托品

元放电, 影响胃电活动, 从而调节胃肠运动. 另

可阻断该效应, 故推断这种促进效应是通过骶

[29,30]

, 不同躯体部位及耳针刺激信

骨副交感传出神经进行的. 副交感神经起源于

号的传入可在NTS进行汇聚. 此外, 延髓头端腹

迷走神经背核, 其节前纤维可与胃肠组织内在

外侧区(rostral ventrolateral medulla, RVLM)控

神经元形成突触, 发出节后纤维支配平滑肌细

制着中枢交感的传出, 接受针刺腧穴的传入性

胞、腺上皮细胞, 迷走神经兴奋能激活肠神经

投射并整合针刺效应, 可通过乙酰胆碱、血管

系统, 增强消化道整体功能活动从而加强肠的

紧张素、谷氨酸等递质的释放增强中枢交感传

运动, 王金金等[40]指出曲池穴的躯体传入信号主

出, 也可释放阿片肽、5-羟色胺(5-hydroxy trypt-

要投射到C6-C7, 上巨虚穴的躯体传入信号主要

amine, 5-HT)、γ-氨基丁酸一类递质抑制中枢交

投射到L5-S1, 与支配肠道的交感神经元的神经

有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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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段不同, 而针刺四肢部位的穴位可改善肠道

合, 发挥对脏器的调整作用. 秦庆广等[23]的研究

动力不足引起的胃肠道症状, 这是因为针刺四

发现针刺天枢对空肠运动的抑制正是通过体表

肢部穴位可激活迷走神经从而产生促进肠道运

-交感反射通路来实现的, 而对远端结肠的运动

[32,38,41]

动的作用

.

的促进作用则通过体表-副交感反射完成. 此外

2.3 针刺对肠神经系统的调节 肠神经系统(en-

有研究 [52]显示电针天枢穴通过躯体感觉-NTS-

teric nervous system, ENS)是胃肠内在的神经系

RVLM-交感传出通路抑制胃肠运动; 而电针足

统, 作为人体的“第二大脑”ENS能够释放几乎

三里穴则通过躯体传入-NTS-CMV-迷走传出通

[42]

所有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神经递质和调质 , 并通

路兴奋胃肠运动. 总之, 针刺对胃肠运动的神经

过有机的神经环路局部控制肌肉、分泌性上皮

调节中ANS是CNS与ENS的桥梁, 针效的发挥

[43]

. ENS包括肌

主要通过交感、副交感神经元的传入和传出,

间神经丛和黏膜下神经丛, 前者与肠平滑肌运

并经过中枢各核团的整合和对信号的调控, 交

动有关, 后者与肠分泌功能有关, 因此ENS的功

通协调脑肠神经[53].

和血管系统, 从而调节肠道运动

能与肠运动状态息息相关.
[44]

调节胃肠运动的实验研究多是对胃运动和胃电

能障碍结肠超微结构有明显病理损害, 另有针

的调节, 针刺影响胃肠运动的文献总结大多仅

[45,46]

显示其结肠病理

是对胃运动的总结; (2)目前针灸调节肠运动的

切片可见肌间神经丛的神经元胞体数量明显减

研究以实验研究为主, 现有研究质量参差不齐,

少并发成变形、变性, 其神经束轴突及树突扩

研究结果存在科学问题不明晰、研究条件控制

张并有间质代偿性增生. 丁曙晴等

[47]

利用大黄

不良、研究指标混乱、研究结果之间相互矛

水煎液灌胃制作大鼠便秘模型, 发现模型大鼠

盾、单个研究结论泛化等问题; (3)在神经机制

结肠前环纵肌纤维增粗, 排列紊乱, 空泡样改变,

方面, 虽初有雏形, 但仍然不甚清楚. 此外, 关于

神经节细胞减少, 节细胞阳性表达染色下降, 而

针刺对肠神经系统的双向良性调节作用研究较

针刺后环纵肌修复好转, 神经节细胞空泡样改

少见.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希望以后的研究

[48]

变好转. 李红岩等 针刺大黄制作的STC大鼠模

中能够更多的开展针刺调节肠运动的研究, 并

型, 发现针刺可恢复其结肠传输功能, 并可改善

严格控制研究质量. 神经机制方面, 建议加强对

模型大鼠损伤的肌间神经丛超微结构. 由此说

参与针效发挥的中枢核团、神经递质及其相互

明针刺可通过调节肠神经节细胞和肌间神经丛

作用的深入探讨以及对针刺信号的传导通路的

从而调控肠神经系统, 以此对肠运动产生抑制

进一步研究, 以期为临床提供科学合理的理论

或者增强效应.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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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展做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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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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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君子汤及其活性物质对胃肠动力作用的研究进展
潘程程， 李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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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断深入, 从整
体水平到细胞水
平, 甚至到分子水
平. 因中药疗效确
切且不良反应小,
越来越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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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junzi decoction (SJZD), earliest recorded in
Taiping Huimin Heji Ju Fang, is a classic recipe
for the therapy of spleen deficiency. The recipe
consists of merely four kin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s (ginseng, rhizoma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poria cocos and licorice), but it
has wide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good efficacy,
especially in the trea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It is reported that each component of
the SJZD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gastrointestinal
movement. Experiment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JZD has bidirectional modulatory effects
on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and can therefore
treat gastrointestinal movement dysfunction.

■同行评议者

沈克平, 主任医
师, 上海中医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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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ces on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4; 22(25): 3786-3790 URL: http://
www.wjgnet.com/1009-3079/22/3786.asp DOI: http://
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786

摘要
四君子汤是治疗脾虚证的经典方剂, 出自宋代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本方由人参、白术、
茯苓、甘草四味药物组成, 组方简单, 但临床
应用广泛且有不俗疗效, 尤其是在胃肠功能方
面有相当多的研究. 据报道方中四味药对胃肠
运动的影响不一,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其合剂对
胃肠动力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进而治疗胃肠运
动紊乱引起的疾病.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四君子汤； 胃肠动力； 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核心提示： 四君子汤治疗为脾虚证的经典方剂,
临床应用广泛, 尤其在脾胃病方面, 且疗效不俗.
本文就四君子汤及其活性物质在胃肠动力方面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对临床胃肠动
力障碍疾病的治疗提供一定帮助.
潘程程， 李岩． 四君子汤及其活性物质对胃肠动力作用的研究
进展．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７８６－３７９０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786.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786

0 引言
四君子汤出自宋•《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为古
今治疗脾虚证的经典方剂, 方中以人参甘温益
气, 健脾养胃为主, 辅以白术、茯苓健脾渗湿,
加以炙甘草甘温益气, 养胃中和. 方中各药物甘
温平和, 补而不滞, 利而不峻, 作用冲和平淡, 如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宽厚平和之君子, 故名“四君子汤”. 四君子汤

Key Words: Sijunzi decoction;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Ginseng; Rhizoma atractylodis macrocephalae; Poria cocos; Licorice

们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了大量药理实验研究,

Pan CC, Li Y. Effect of Sijunzi decoction and its active

临床应用 [1,2]. 本文就四君子汤及其活性物质对

WCJD|www.wjgnet.com

的现代药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 学者
发现本方药理活性广泛. 近年来, 国内外对该方
进行了深入研究, 阐明了不少新的药理作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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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动力研究方面的进展, 做如下综述.

胃运动表现为兴奋性作用, 组分B则具有抑制性
调节作用, 并推断不同组分对胃运动的调节作

1 四君子汤对胃肠动力的作用

用是通过M受体作用机制而起效. 上述研究报道

食物的运送、研磨及与消化液混合均需要胃肠

提示四君子汤活性成分对胃肠运动均有兴奋和

运动来完成, 运动过快, 食物在肠道内的停留

抑制的双重调节作用, 进而达到治疗脾虚证的

时间过短, 营养物质吸收不充分; 运动过慢, 不

目的.

3787
■研发前沿

四君子汤为古今
治疗脾虚证的经
典方剂, 具有广泛
的药理活性, 其中
对胃肠运动的作
用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

利于食物的运送、研磨和与消化液混合从而影
响吸收[3]. 四君子汤具有调节胃肠蠕动作用, 对

2 四君子汤活性物质对胃肠动力的作用

不同机体状态的胃肠运动具有不同的调节作

四君子汤由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四味药物

[4]

用. 宋文朗 通过临床疗效观察发现, 经四君子

组成, 其中每味药物组成对胃肠运动的影响各

汤干预治疗慢性胃炎脾虚证患者, 其胃排空率

不同, 这也是四君子汤具有双向调节胃肠运动

及胃电节律等胃动力指标明显改善(P <0.01),

作用的原因.

[5]

且效果明显优于莫沙必利组. 林少斌等 发现

2.1 人参及其活性物质对胃肠动力的作用 人参

四君子汤能显著改善腹泻型肠易激惹综合征

作为大补元气, 固脉复脱的中草药, 一直是人们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患者的腹泻、

研究的热点. 现代药理研究分析, 人参的主要成

腹痛、腹胀症状, 同时降低患者血清白介素

分有人参皂苷、多糖类、挥发性成分、有机酸

-1B(interleukin-1B, IL-1B)、IL-8的水平, 提示

及其酯、黄酮类、肽类、维生素等 [13,14]. 其中,

该方可通过调解免疫功能、调整肠道动力学而

人参皂苷作是人参最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 可

对I B S患者起到治疗作用. 在动物实验中亦有

作用于多个器官 [15], 目前为止已分离鉴定出40

相似的发现, 彭成等 [6] 研究证实四君子汤对正

余种人参皂苷单体 [16]. 既往对人参及其活性成

常小鼠胃肠推进运动物无明显作用, 利用食醋

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枢神经系统、循环

法制成脾虚小鼠模型, 引起小鼠胃肠缺乏动力,

系统、呼吸系统、免疫系统、人体应激及抗肿

[7]

四君子汤可增强小鼠的胃肠蠕动; 番泻叶 可

瘤作用等 [17,18], 但对胃肠动力的影响了解甚少.

使小鼠小肠推进运动亢进, 引起泄泻, 四君子汤

Kim等[19]利用全细胞膜片钳技术观察肠道Cajal

正丁醇提取部位可抑制番泻叶所致的泄泻. 有

间质细胞(interstitial cell of Cajal, ICC)的电位

研究表明, 四君子汤对脾虚动物胃肠异常运动

变化, 发现人参总皂苷(ginseng total saponins,

的调节, 主要是调整胃肠紊乱的电活动节律和

GTS)可使ICC产生去极化电位, 进而促进小肠

振幅, 改善胃肠电活动, 进而调节胃肠运动波的

的蠕动, 并在进一步研究中 [20]发现该作用的有

[8]

速度、方向和节律 .

效成分为人参皂苷Rf. 而Hashimoto等[21]的研究

现代药理研究亦提示四君子汤可影响胃肠

提示, 人参皂苷R b l、R d能缓解小鼠运动亢进

[9]

活动 . 早在70年代, 就有学者通过家兔离体肠

的小肠. 并有研究 [22] 提示皂苷R b1是通过加强

管实验研究发现, 四君子汤水煎剂对其自发活

肠平滑肌细胞(smooth muscle cells, SMCs)电压

动有抑制作用, 并有明显的对抗乙酰胆碱的作

门控钾离子通道(voltage-gated K+ channel cur-

用, 有一定程度的对抗肾上腺素和对抗氯化钡

rent, IKv)和钙离子激活钾离子通道(calcium-

[10]

. 为揭示这一现象的科学内涵, 学者们

activated potassium channel currents, IKCa)电流,

对该方不同溶剂提取物进行药理作用研究比较,

抑制小鼠肠平滑肌自发收缩的振幅, 从而改善

发现其各个成分对胃肠活动的影响不同. 王汝

小肠过快的转运速度.

的作用

[11]

俊等 利用化学提取分离出四君子汤不同成分,

人参突出的药用价值, 决定了其在临床运用

观察其对家兔离体十二指肠肠管运动的影响,

中的广泛性. 对人参的活性成分、生理功能及

研究结果提示四君子汤对肠管运动呈抑制性影

药理机制还在不断的探索中, 随着学者们不断

响的有效部位主要在氯仿提取部位、乙酸乙酯

的研究和发掘, 发现人参皂苷既可直接作用于

部位和正丁醇部位, 而兴奋肠管的部位主要是

平滑肌细胞, 也可通过影响ICCs而对胃肠活动

正丁醇部位和汤剂的正丁醇不溶部位. 随后, 张

起双向调节作用.

[12]

曼等 在对大鼠离体胃进行相似实验研究时, 亦

2.2 白术及其活性物质对胃肠动力的作用 白术

得到相似的结果—四君子汤组分A对离体大鼠

为菊科植物白术的干燥根茎. 研究其化学成分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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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双重作用, 并
证实这种作用与
M受体相关, 王俊
汝等的实验研究
亦得到相似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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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白术主要含苍术酮、苍术醇、内酯类化合

神经的含量(P <0.05). 在进一步研究 [43] 中观察

物、多糖、氨基酸、维生素等 [23,24] . 这些化学

白术对小肠运动减退大鼠血浆、肠道组织中

成分具有利尿作用、抗肿瘤作用、抗老年痴呆

MTL、VIP及SS含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中药治

症、提高机体免疫力等, 特别是具有调节胃肠

疗组与对照组大鼠相比, 上述指标无明显差异,

运动的作用

[25]

离体实验研究

. 研究者们通过大量在体
[28,29]

运动. 丁曙晴等

[30]

[26,27]

及

发现, 白术可明显促进胃肠

提示白术对小肠运动的调节作用机制可能与
MTL、VIP、SS无关.

依次制备不同浓度(6.25%、

白术对胃肠动力作用的文献报道非常之

12.5%、25%、50%、75%、100%)的白术水

多, 一方面可作用于M受体、多巴胺D2受体、

煎剂, 观察其对豚鼠结肠的横肌、纵肌收缩时

5-HT3受体, 另一方面其又可影响多种激素的分

间及幅度的影响, 发现在一定范围内(6.25%、

泌, 进而促进或抑制胃肠运动. 其中, 关于其抑

12.5%、25%、50%、75%), 随着白术水煎剂

制胃肠作用的机制研究报道相对较少, 还有待

浓度的增加, 豚鼠结肠的收缩性随之增加; 当

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探索.

超出一定浓度时(100%), 其促动力作用却下降.

2.3 甘草及其活性物质对胃肠动力的作用 甘草

石艳婷等

[31]

通过倒置显微镜观察含有生白术中

为豆科甘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主要有效成分

药的血清对大鼠离体结肠平滑肌细胞长度变化

是三萜类化合物和黄酮类化合物等, 其药理作

的影响, 发现含生白术的血清对结肠平滑肌细

用涉及抗肿瘤、抗病毒、抗炎及抗免疫作用、

胞存在明显的收缩效应, 且存在一定的剂量依

抗溃疡的作用、止咳平喘作用、解毒保肝作

赖性.

用、降脂及抗动脉粥样硬化作用等 [44]. 在胃肠

白术对胃肠运动的调节机制较复杂, 现代药
[32]

[33]

运动方面, 甘草主要表现为抑制性作用. 国内外

理学认为其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 张奕强等 研

学者研究发现甘草可松弛胃底、胃体、十二指

究表明白术内酯Ⅰ(B)、4, 15-环氧羟基白术内

肠以及空肠的平滑肌, 却促进胃窦的收缩 [45-47],

酯(C)、白术内酯Ⅲ(D)可抑制胃肠运动, 且其作

但其作用机制仍不明确. 有研究发现甘草可以

2+

[34]

用机制与胆碱受体及Ca 有关. 而马晓松等 发

影响平滑肌细胞的静息膜电位, 但对平滑肌的

现在M受体阻断剂阿托品存在时, 白术对小鼠胃

收缩幅度及频率并无明显改变 [48]. 对甘草的成

肠运动的兴奋作用基本消失, 这提示白术是通

分分析发现, 黄酮类化合物-异甘草素, 在胃肠

过兴奋胃肠道M受体而推动胃肠运动. Choi等

[35]

运动中有重要作用. S a t o等 [49]认为异甘草素在

用五种不同的溶剂制作白术提取物, 观察其对

低位小肠具有明显的抑制性作用. Chen等[50]在

大鼠远端结肠纵行肌的影响, 发现乙酸乙酯提

此项研究基础上, 予小鼠不同浓度的异甘草素,

取部位可显著诱发远端结肠纵行肌的收缩, 并

通过测量木炭在小鼠胃肠中推进的情况, 观察

推断其是通过激活胆碱乙酰基转移酶和乙酰胆

到在异甘草素低浓度时, 对胃肠整体运动表现

碱毒蕈碱型(M)受体而发挥促进动力作用. 另外,

为抑制作用, 而高浓度时则表现为促进作用; 并

有研究发现白术不仅与M受体有关, 还可通过抑

通过进一步离体动物实验推测, 异甘草素在大

制胃肠道中的多巴胺D2受体和5-羟色胺3(5-hy-

鼠胃底可能是通过激活毒蕈碱受体起促动力作

[36]

droxy tryptamine 3, 5-HT3)受体 , 从而调节胃

用, 而在豚鼠回肠、家兔空肠和阿托品化的大

排空和小肠推进.

鼠胃中, 却是通过阻断钙通道来发挥抑制肠运

在激素方面, 白术可以调节多种胃肠激
[37]

动作用.

. 对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甘草对胃肠运动主要呈

胃肠运动主要呈兴奋性效应的激素有胃动素

抑制性作用, 随着甘草的药用价值被越来越广

素的水平, 发挥对胃肠动力的调节作用
(motilin, MTL)、PS(P物质)等

[38,39]

, 呈抑制性作

泛的应用, 人们对甘草的研究不断深入, 针对甘

用的有生长抑素(somatostatin, SS)、血管活性

草及其活性成分在胃肠道的作用机制, 也将引

肠肽(vasoactine intrestinal peptide, VIP)等
[42]

[40,41]

.

起人们的重视.

予正常大鼠白术煎液灌胃1 h后, 采

2.4 茯苓及其活性物质对胃肠动力的作用 茯苓

用免疫组织化学法观察大鼠胃窦、空肠S P阳

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的干燥菌核, 具有渗湿利

性神经分布, 发现白术能明显增加胃窦肌间神

水、健脾宁心之功效. 临床上常用于治疗水肿

经丛、空肠薪膜黏下和肌间神经丛中S P阳性

尿少、痰饮眩晕、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

朱金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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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惊悸失眠等症.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 茯
[51]

苓主要化学成分为多糖和三萜类成分 , 具有抑
制肿瘤、抗炎、调节免疫、利水消肿等作用[52].
现各家对茯苓在胃肠运动中的作用说法不一,
迟鹏等[53]认为茯苓对胃排空有抑制性作用, 对小
肠推进却无明显影响; 王筠默

[54]

9

10
11

则认为茯苓浸

剂对家兔离体肠有直接松弛作用, 使肠道平滑
肌收缩振幅减少, 张力下降. 另有拆方实验

[55]

12

证

实, 茯苓可增强小半夏汤对家兔正常离体胃底

13

和胃窦平滑肌的收缩及十二指肠平滑肌的舒张
作用, 但其作用机制仍不明确. 有学者发现茯苓
有一定程度的抗肾上腺素作用, 但对肠管运动

14

[35]

影响作用不明显 .
目前研究表明, 茯苓对消化系统确有影响,
但研究文献较少, 对其在胃肠运动中的作用效

15

果及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及证实.
3 结论

16

虽然四君子汤组方简单, 但复方及其活性物质
均有不同程度调节胃肠功能作用的效果. 人参
皂苷可调节ICCs的起搏电位活动或SMCs的离

17

子通道, 从而影响肠道蠕动; 白术对胃肠道平滑
肌的作用随剂量不同, 作用效果不同, 其主要作
用为促进胃肠运动; 甘草对胃肠道痉挛具有缓

18

解作用; 茯苓亦可松弛胃肠道平滑肌. 由此可知,
人参、白术、甘草、茯苓对胃肠功能具有不同

19

效力的作用, 其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 经配伍可
起到协同或拮抗的双重作用, 经加味[56]、联合西
药[57]或针灸[58]等治疗以发挥其调节胃肠功能恢
20

复之功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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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observe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hydrogen sulfide on β oxidation in fatty liver in rats.
METHODS: Eighteen male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normal control group, a highfat diet group and a high-fat diet + NaHS group.
High-fat diet was ordinary diet supplemented
with 2% cholesterol and 18% lard. The high-fat
diet + NaHS group was given a high-fat diet and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400 mmol/L s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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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sulfide solution (5 mL/kg). Eight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animals were killed. The content of ketones and enoyl-CoA hydratase activity
in liver homogenates were measured,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liver were observed.
RESULTS: After 8 wk of treatment, fatty liver
was successfully induced. Application of sodium
hydrosulfide reduced fatty liver significantly. Intrahepatic triglyceride and cholestero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high-fat diet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3.87 mmol/L ±
2.63 mmol/L vs 1.18 mmol/L ± 0.85 mmol/L,
5.00 mmol/L ± 1.01 mmol/L vs 2.61 mmol/L
± 0.33 mmol/L), while treatment with sodium
hydrosulfide significantly reduced hepatic lipid
composition (2.28 mmol/L ± 0.51 mmol/L vs 3.87
± 2.63 mmol/L, 4.50 mmol/L ± 1.25 mmol/L vs
5.00 mmol/L ± 1.01 mmol/L).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hydrogen sulfide content in
the high-fat die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14.00 µmol/L ± 6.21 µmol/L vs 20.20 µmol/L ±
11.90 µmol/L); however, application of sodium
hydrosulfid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hydrogen
sulfide content (48.20 µmol/L ± 8.50 µmol/L vs
14.00 µmol/L ± 6.21 µmol/L).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animals, the liver enoyl-CoA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high-fat diet group (25.0
µmol/min ± 7.7 µmol/min vs 12.6 µmol/min ± 3.1
µmol/min), by up to 50%, while sodium hydrosulfid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noyl-CoA activity (19.9
µmol/min ± 6.0 µmol/min vs 12.6 µmol/min ±
3.1 µmol/min), by 60%. Hydrogen sulfide conten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G and TC in the
high-fat diet group (r = -0.621, -0.432, P = 0.01036,
0.04497), but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noyl-CoA
hydratase activity (r = 0.513, P = 0.00833).

■背景资料

目前对非酒精性
脂肪肝的重视度
越来越高. 但是,
临床治疗效果不
尽人意, 表现为
体质量控制不理
想、转氨酶反复
波动、肝脏内部
脂肪不易消除等,
这与脂肪肝的发
病机制不明确有
关. 有研究提示β氧化功能降低是
脂肪肝形成的主
要原因, 所以, 通
过提高β-氧化是
治疗脂肪肝的主
要途径.

CONCLUSION: Hydrogen sulfide promotes β
oxidation and reduces fat accumulation in fatty
liver in rats.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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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对于脂肪肝的基
本病变(肝细胞脂
肪变性)的机制研
究尚少. 事实上,
减少肝内脂肪的
合成和促进肝内
脂肪分解是治疗
的重点. 已经有文
献提示脂肪肝的
β-氧化途径功能
下降, 这为消除脂
肪肝肝内脂肪提
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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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核心提示： 硫化氢能够通过提高脂肪肝的β-氧化
清除肝内脂肪是硫化氢的又一功能, 也是脂肪肝
研究和治疗的又一个亮点.
王新国， 韩淼， 张丽旦， 吴桂香， 丁虹， 张波， 黄利华． 硫

摘要
目的: 观察硫化氢对脂肪肝β氧化的影响.
方法: ♂SD大鼠18只, 随机分成正常对照组、
高脂饮食组和高脂饮食+NaHS组. 高脂饲料
是在普通饲料的基础上添加2%的胆固醇和
18%猪油. 高脂饮食+N a H S组动物在高脂饮
食基础上, 用400 mmol/L硫氢化钠(sodium
hydrosulfide, NaHS)溶液5 mL/kg腹腔注射干
预, 8 wk后处死动物, 检测肝匀浆中的酮体含
量和烯脂酰C o A水合酶活性, 检测肝脏病理
变化.

化氢对脂肪肝β氧化的调节作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７９１－３７９５ U R L : h t t p : / / w w w. w j g n e t .

com/1009-3079/22/3791.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791

0 引言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已经是我国第二大肝病, 严重影响
人民健康, 因此, 更多的临床医师开始注重脂肪
肝的诊治, 但是仍不能控制转氨酶的反复发作
和体质量增长[1]. 这与脂肪肝发病机制不明确有
关. 我们既往发现硫化氢抑制大鼠肝内脂肪积

■相关报道

我们前期的研究
已经提示硫化氢
可以减少肝内脂
肪的积聚, 之后有
学者研究也提示
其参与了非酒精
性脂肪性肝炎的
发病, 并且通过调
节细胞炎症因子
来实现, 对于肝细
胞内脂肪的作用
机制尚未见报道.

结果: 高脂饮食8 wk后动物脂肪肝形成, 肝脏
匀浆中的甘油三酯和胆固醇较正常饮食组
动物明显增高(3.87 mmol/L±2.63 mmol/L vs
1.18 mmol/L±0.85 mmol/L, 5.00 mmol/L±
1.01 mmol/L vs 2.61 mmol/L±0.33 mmol/L);
应用NaHS的动物肝脂肪变性程度较高脂饮食
组动物明显减轻, 肝脏匀浆中甘油三酯和胆
固醇明显下降(2.28 mmol/L±0.51 mmol/L vs
3.87±2.63 mmol/L, 4.50 mmol/L±1.25 mmol/L
vs 5.00 mmol/L±1.01 mmol/L). 高脂饮食组动
物肝脏内硫化氢较正常对照组含量明显减少
(14.00 μmol/L±6.21 μmol/L vs 20.20 μmol/L
±11.90 μmol/L), NaHS干预的动物肝脏内硫
化氢明显增加(48.20 μmol/L±8.50 μmol/L vs
14.00 μmol/L±6.21 μmol/L), 与对照组动物比
较, 高脂饮食组动物肝脏内的烯脂酰C o A活
性明显降低(25.0 μmol/min±7.7 μmol/min vs
12.6 μmol/min±3.1 μmol/min), 下降达50%,
NaHS干预组烯脂酰CoA活性较高脂饮食组明
显增加(19.9 μmol/min±6.0 μmol/min vs 12.6
μmol/min±3.1 μmol/min), 幅度达60%. 高脂
饮食组硫化氢与甘油三酯(triglyceride)、总
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成负相关r = -0.621、
-0.432, P = 0.01036、0.04497, 与烯脂酰CoA
水合酶活性之间成正相关, r = 0.513、P =
0.00833.

聚, 但机制尚未阐明[2]. 由于肝内脂肪主要通过β

结论: 硫化氢可能促进脂肪肝β氧化减少肝内
脂肪积聚.

的高脂饮食组和高脂饮食+NaHS组, 每组动物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硫化氢； 脂肪肝； β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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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为转化为能量, 并且近几年各种调节β氧化
作用的措施均很好的控制肝细胞内脂肪, 所以
[3-5]

β氧化成为NAFLD的治疗靶点

. 那么, 我们前

期研究中的硫化氢有可能促进脂肪酸β氧化减
少肝内脂肪积聚[2], 为求证这一推断, 本研究观
察硫化氢对β氧化的调节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清洁级♂SD大鼠18只, 体质量130-150 g,
购自常州卡文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生产许可
证号为SCXK(苏)2011-0003, 在标准饲养条件下
进行饲养. 主要试剂均购自Sigma公司. Olympus
A u5400自动生化仪用于检测组织匀浆中生化
指标. 甘油三酯(triglyceride, TG)检测试剂购自
日本协和株式会社203ACB; 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检测试剂盒购自日本协和株式会社
223ABK; 组织长链烯脂酰CoA水合酶活性比色
法定量检测试剂盒购自百事创新(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GMS50120.2.3). 高脂饲料是在普通饲料
的基础上添加2%的胆固醇和18%猪油.
1.2 方法
1.2.1 脂肪肝模型建立: ♂SD大鼠18只, 随机分
成给予正常饲料的正常对照组, 给予高脂饲料
各6只, 饲养8 wk后处死, 取肝脏做病理判定脂肪
变性情况. 每2天给予正常和高脂饮食组动物0.5
mL生理盐水腹腔注射, 高脂饮食+NaHS组动物
给予腹腔注射400 mmol/L NaHS溶液5 mL/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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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肝脏匀浆: 取新鲜肝脏500 mg(应用生理盐

比色法定量细胞短链烯脂酰辅酶A水合酶检测

水冲洗血液并滤纸吸干称质量), 剪成碎粒移至

活性, 上述肝匀浆加入细胞裂解液冰上反应30

组织匀浆器中, 加生理盐水0.5 mL, 在冰上研磨

min(每10 min涡旋震荡30 s), 4 ℃台式离心机

3 min.

离心10000 g 离心10 min, 取上清. 再取10 µL作

1.2.3 肝脏脂肪测定: 肝脏匀浆离心之后, 上清液

蛋白定量. 另取缓冲液100 µL于比色皿中, 加入

应用Olympus Au5400自动生化仪酶法检测TG和

肝匀浆上清20 µL(100 µg蛋白)上下颠倒混匀,

TC.

30 ℃静置2 min, 放分光光度计中置零(波长为

1.2.4 肝脏硫化氢测定: 用亚甲基蓝分光光度

263 nm). 取出比色皿, 加入反应液20 µL上下颠

法测定. 取肝组织匀浆0.5 mL置入37 ℃温箱15

倒混匀, 即刻放入比色皿中读数(0-15 min读数

min, 加入反应液(含5 mmol的左旋半胱氨酸, 2

值). 计算方法: 样品中烯脂酰CoA水合酶转化

mmol/L的5-磷酸吡多醛3.6 mL). 将反应液移至

量(µmol/min) = 6.25×(0 min读数-15 min读数

反应瓶, 加入0.5 mL的1%醋酸锌, 另裁剪2 cm×

值)/0 min读数.

2.5 cm滤纸以增加反应面积. 氮气吹20 s, 石蜡膜
双层封口转移到37 ℃水浴锅中震荡反应90 min,
封闭. 37 ℃水浴60 min使H2S完全吸收, 将中央

氢、烯脂酰辅酶A水合酶活性进行相关性分析.

mmol/L的FeCl3 50 µL, 室温静置20 min, 使之充
分显色, 测定各管的光密度值, 根据H2S标准曲
线计算血清中H2S的含量(µmol/L).
1.2.5 肝脏丙酮测定: 根据脂肪酸经β-氧化生成
的乙酰CoA, 再缩合成乙酰乙酸, 脱羧生成丙酮
代表β-氧化功能的原理, 本研究用正丁酸做底
物, 将之与新鲜的肝匀浆一起保温后, 测定其中
丙酮的生成量判定β-氧化功能. 酮体测定: (1)取
2个锥形瓶, 分别加入预先煮沸肝匀浆(编号为
A)和新鲜肝匀浆(编号为B)2 mL、pH 7.7的磷酸
缓冲液3 mL、0.5 mol/L正丁酸溶液2 mL, 摇匀,
43 ℃恒温水浴锅孵育40 min. 加入20%三氯乙酸
溶液3 mL摇匀, 室温放置10 min; (2)将混合物用
滤纸在漏斗上过滤, 收集滤液5 mL于编号A、B
的碘量瓶中; (3)加入0.1 mol/L碘液和10%NaOH
各3 mL室温放置10 min后10%盐酸溶液中和至
pH 7.2; (4)用0.02 mol/L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到
碘量瓶中的溶液呈浅黄色时, 往瓶中滴加数滴
0.1%淀粉溶液, 使瓶中溶液呈蓝色; (5)继续用
0.02 mol/L硫代硫酸钠溶液滴定到碘量瓶中溶
液的蓝色消褪为止; (6)记录所用的硫代硫酸钠
溶液毫升数, 计算实验中肝匀浆生成丙酮的量
(mol) = (A-B)×0.02 mol/L×1/6. 其中A为滴定
样品(对照)所消耗的0.02 mol/L硫代硫酸钠溶液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肝脏脂肪变判定 动物经过8 wk高脂饮食后,
肝小叶20%发生脂肪变, 以混合不均一脂肪变为
主, 炎症细胞浸润轻度. 高脂饮食+NaHS组肝脏
脂肪变性明显减轻, 炎症不明显(图1).
2.2 β-氧化过程中各物质的变化
2.2.1 肝脏内脂肪含量变化: 高脂饮食动物肝内
TG和胆固醇明显升高, 腹腔应用NaHS干预后肝
脏脂质成分明显降低(表1).
2.2.2 肝脏丙酮含量变化: 高脂饮食组动物肝脏
内的丙酮生成量明显少于正常组, 在NaHS的作
用下, 丙酮生成量增加, 改善β-氧化(表1).
2.2.3 肝脏硫化氢变化: 高脂饮食动物肝脏内硫
化氢较正常组含量明显减少, 应用NaHS干预组
的硫化氢明显增加(表1).
2.2.4 肝脏烯脂酰CoA水合酶活性变化: 高脂饮
食组动物肝脏内的烯脂酰CoA水合酶活性较正
常组动物烯脂酰CoA水合酶的活性下降达50%,
高脂饮食+NaHS组烯脂酰CoA水合酶活性较高
脂饮食组增加达60%(表1).
2.3 相关性分析 高脂饮食组硫化氢与TG、TC成
负相关r = -0.621、-0.432, P = 0.01036、0.04497,
与烯脂酰CoA水合酶活性成正相关, r = 0.513、

P = 0.00833.

的毫升数, B为不滴定样品所消耗的0.02 mol/L

3 讨论

硫代硫酸钠溶液的毫升数.

N A F L D是以肝细胞脂肪变性为主的临床病理

1.2.6 烯脂酰CoA水合酶活性检测: 应用试剂盒

综合征, 其主要病理结果为肝内脂肪积聚,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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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实验
性研究硫化氢对
非酒精性脂肪肝
的脂肪积聚的抑
制作用, 并阐明其
通过提高β-氧化
途径实现, 是既往
未曾报道过的. 本
研究中直接检测
肝脏中的脂肪变
化较既往检测血
液中的脂肪改变
更直接、更科学
的反映肝脏脂肪
变性程度.

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mean±SD表示, LSD-t 法
对均数进行检验, Spearman对肝内脂质与硫化

即加入20 mmol/L的对苯二胺盐酸盐0.5 mL和30

■创新盘点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

再加入50%的三氯醋酸0.5 mL中止反应, 石蜡膜
室中内容物转移到含有3.5 mL水的试管中,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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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研究方法中关
于肝脏脂肪测定
反应脂肪肝变化
程度, 是今后脂
肪肝动物研究应
借鉴的. 硫化氢
提升脂肪肝的β氧化功能是今后
临床治疗的又一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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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β-氧化(β-oxidation): 又称为脂肪
酸的β-氧化, 指
脂肪酸活化为脂
酰CoA, 脂酰CoA
进入线粒体基质
后, 在脂肪酸β-氧
化多酶复合体的
催化下, 依次进行
脱氢、水化、再
脱氢和硫解四步
连续反应, 释放出
一分子乙酰CoA
和一分子比原来
少两个碳原子的
脂酰CoA过程. 由
于反应均在脂酰
CoA的β-碳原子
与β-碳原子间进
行, 最后β-碳原子
被氧化成酰基, 故
称β-氧化. 他是脂
肪氧化分解的主
要方式.

表 1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肝组织中的各项指标的变化 (mean±SD)

甘油三酯

分组

总胆固醇

硫化氢

丙酮生成量

烯脂酰CoA水合酶转化量
(µmol/min)

(mmol/L)

(mmol/L)

(µmol/L)

(mol)

正常组

１．１８±０．８５

２．６１±０．３３

２０．２±１１．９０

１．６９±０．０９６

２５．０±７．７

高脂饮食组

３．８７±２．６３ａ

５．００±１．０１ａ

１４．０±６．２１ａ

０．８４±０．０５２ａ

１２．６±３．１ａ

高脂饮食＋ＮａＨＳ组

２．２８±０．５１ｂ

４．５０±１．２５ｂ

４８．２±８．５０ｂ

１．１６±０．０３４ｂ

１９．９±６．０ｂ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正常组； ｂＰ ＜０．０１ ｖｓ 高脂饮食组．

A

B

C

图 1 各组肝脏脂肪性改变情况(HE×100). Ａ： 正常组肝细胞排列整齐， 肝细胞无脂肪变性； Ｂ： 高脂饮食组肝脏细胞排列紊
乱， 细胞脂肪变性， 炎症细胞轻度浸润； Ｃ： 高脂饮食＋ＮａＨＳ组肝脏脂肪变性明显减轻， 炎症浸润不明显．

与β-氧化功能低下有关 [6,7]. 尽管目前把“二次

直接证实β-氧化与肝细胞内脂肪的积聚相关, 为

打击”理论认为胰岛素抵抗是肝内脂肪积聚

治疗肝内脂肪变性提供实验依据.

的主要原因

[8,9]

, 然而, 在研究中均显示胰岛素
[10,11]

酶活性受pH值、底物浓度、气体小分子等

,

调节, 其中硫化氢作为重要的气体信号分子调

而提高β-氧化促进脂肪消耗则较为理想地控

节多种酶的活性[14], 在非酒精性脂肪肝中调节自

制肝细胞的脂肪变性 [12,13] , 说明β-氧化是治疗

由基产生酶的活性, 改善脂肪肝炎症程度和脂

NAFLD关键.

肪变性[15]. 而本研究显示较低浓度硫化氢提高烯

增敏剂并不能理想地控制肝细胞脂肪变性

β-氧化是脂酰CoA脱氢酶、烯酰CoA水合

脂酰CoA水合酶活性而提升β-氧化, 促进脂肪代

酶、β-羟脂酰CoA脱氢酶和β-酮脂酰CoA硫解

谢, 使肝细胞内TG和胆固醇降低, 提示硫化氢可

酶先后催化完成的脂肪酸降解的主要方式, 其

以促进β-氧化缓解肝内脂肪变性.

中任何一种酶的活性和含量改变均可以导致肝

总之, 在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生中, 硫化氢不

脏脂肪变性异常. 其中, 烯酰CoA水合酶被证实

足可能导致β氧化下降, 增加硫化氢可能促进肝

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β-氧化降低有关, 在蛋氨

内脂肪的消耗.

酸胆碱缺乏造模饲料(methionine- and cholineceficent diet, MCD)诱导的脂肪肝动物体内和体
外均证实其含量减少[6]. 我们应用高脂饮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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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能够以β氧
化为切入点设计
脂肪肝动物模型,
观察硫化氢对脂
肪肝β氧化的影
响, 并发现硫化
氢可能促进脂肪
肝β氧化减少肝
内脂肪积聚, 揭
示硫化氢可能参
与了脂肪肝的发
生过程, 具有重
要的科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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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生物素-链亲和素系统筛选重症急性胰腺炎肝损伤大
鼠HMGB1 启动子结合蛋白
杨 莉， 张仕荣， 王红梅， 周晓东

■背景资料

根据DNA-蛋白
质相互作用的原
理, 筛选高迁移
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 HMGB1 )启动子区的
差异结合蛋白, 并
行质谱分析鉴定;
通过对差异蛋白
的深入研究, 以期
从“组学”的角
度和活体组织水
平鉴定参与急性
重症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 A P ) 中HMGB1
转录表达的调控
蛋白以及与其相
关的信号转导通
路, 明确SAP中
HMGB1 转录表达
的调控机制、进
而为SAP的治疗
提供新的途径和
可能的药物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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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eening HMGB1 promoter
binding proteins in rat hepatic
injury secondary to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using biotinstreptavidi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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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A rat model of SAP was generated
by retrograde injection of 5% sodium taurocholate into the bilio-pancreatic duct. The SAP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executed simultaneously, and the liver nuclear extracts were
prepared. PCR was used to amplify the biotin
labeled tail probes of the HMGB1 promoter. The
probes were incubated with cell nuclear extracts,
and HMGB1 promoter-protein complexes were
then separated using streptavidin conjugated
magnetic beads. The proteins were eluted from
probes with 0.25 mol/L and 1 mol/L NaCl, resolved using SDS-PAGE electrophoresis, and
visualized by silver staining, and the differential
bands were identified by mass spectrometry
(MS).
RESULTS: A total of 14 differential protein
bands between the SAP and control groups
were screened, 5 of which were identified as
transcription related proteins by MS.
CONCLUSION: Proteins that interact with
HMGB1 promoter in SAP-associated hepatic
injury were acquired and identified, which have
important value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HMGB1.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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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同行评议者

宣世英, 教授, 青
岛市市立医院肝
病内科

AIM: To screen proteins that interact with 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 (HMGB1) promoter in
rat hepatic injury secondary to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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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筛选重症急性胰腺炎(s e v e r e a c u t e
pancreatitis, SAP)肝损伤大鼠高迁移率族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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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莉， 等． 利用生物素－链亲和素系统筛选重症急性胰腺炎肝损伤大鼠ＨＭＧＢ１ 启动子结合蛋白		

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 HMGB1)的
启动子结合蛋白.
方法: 牛黄胆酸钠胆胰管逆行注射法制备SAP
大鼠模型, 与对照组同时处死, 取肝组织提取
细胞核蛋白, P C R扩增末端带生物素标记的
HMGB1 启动子探针, 将核蛋白与HMGB1 探针
孵育, 然后用链亲和素磁珠分离HMGB1 启动
子-蛋白复合物, 分别用0.25 mol/L和1 mol/L
NaCl洗脱探针上结合的蛋白, 用SDS-PAGE
电泳分离样本蛋白, SilverQuest银染试剂染
色, 比较S A P组和对照组的差异条带并做质
谱鉴定.
结果: 对照组和SAP组共有14条差异条带, 质
谱鉴定这些差异条带得到H2A、H2B、H3、
H4、S100A9转录相关蛋白.
结论: 该研究筛选到一些S A P肝损伤特异性
的HMGB1 启动子结合蛋白, 对于下一步研究
HMGB1 在SAP肝损伤过程中的转录调控机制
具有重要意义.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高迁移率组蛋白Ｂ１； 重症急性胰腺炎； 启
动子； 生物素－链亲和素

病理生理过程, 造成感染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
不全综合征(multi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 O D S) [2,3] . 研究表明, S A P大鼠肝组织中的

HMGB1 及其相关Toll样受体4(Toll-like receptor 4, TLR4) mRNA水平上调, 但其基因调控的
具体机制还有待阐明[4]. 我们认为, 如果能阐明

HMGB1 基因上调的机制, 并进一步进行相应的
靶向干预治疗, 有望阻断SAP相应的炎症反应过
程, 从而提高SAP患者的存活率. 本研究通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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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启动子DNA结合
蛋白实验是从转
录水平上来研究
基因表达调控, 探
寻新的调节蛋白.
从而研究其对转
录调控的作用, 并
最终阐明某些与
疾病相关的基因
表达的机制, 为开
发新的治疗手段
提供理论基础.

物素-链亲和素系统和磁珠分离技术, 寻找SAP
时HMGB1 的启动子结合蛋白, 为阐明HMGB1
在SAP中的具体调控机制奠定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清洁级SD大鼠12只, 8-12周龄, 体质
量210-270 g(南方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 Taq
DNA聚合酶及DNA Marker(日本Takara公司); 牛
黄胆酸钠、鲑鱼精DNA、琼脂糖(美国Sigma公
司); 2-D Quant Kit蛋白定量试剂盒(GE Amersham公司); 基因组DNA回收试剂盒和DNA凝胶
回收试剂盒(杭州Axygen公司); 全自动生化检
测仪(日本Olympus公司); μMACS FactorFinder
Kit(德国Miltenyi Biotec公司).
1.2 方法

核心提示： 以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肝损伤大鼠为研究模型, 结合生物
素-链亲和素系统, 从“组学”的角度和活体组织
水平, 筛选了SAP肝损伤大鼠肝脏中参与高迁移
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基因
表达调控的蛋白分子, 并对其中的重要调节分子
进行了质谱鉴定和深入研究.

1.2.1 标本的制备: 12只SD大鼠随机分成假手术
组和SAP组. 术前12 h禁食不禁水, 10%水合氯
醛0.3 mL/100 g腹腔麻醉后, 常规消毒, 腹部正中
切口入腹腔, 找到胆胰管, 于其出肝门端以动脉
夹暂时夹闭胆管, 以5号针头注射器逆行刺入胆
胰管内, 于胆胰管入十二指肠端用小动脉夹暂
时夹闭胆胰管, 以0.1 mL/min速度匀速注入5%

杨莉， 张仕荣， 王红梅， 周晓东． 利用生物素－链亲和素系统筛
选重症急性胰腺炎肝损伤大鼠ＨＭＧＢ１ 启动子结合蛋白． 世界
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７９６－３８００ URL: http://www.

wjgnet.com/1009-3079/22/3796.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796

牛磺胆酸钠(1.5 mL/kg), 注射完毕后10 min去除
动脉夹, 逐层关腹. 假手术组大鼠开腹后翻动肠
管后关腹. 术后禁食, 自由饮水, 皮下注射生理
盐水40 mL/(kg•6 h), 行液体复苏. 术后关腹, 自
由饮水. 24 h后剖腹处死, 留取静脉血离心(3000

0 引言

r/min×15 min)分离血浆, -80 ℃冻存待测. 无菌

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SAP)

采取肝脏组织, 液氮速冻, -80 ℃贮存备用. 以病

发病凶险、并发症多、病死率高, 是临床上常

理学检测符合SAP病理改变和血清淀粉酶升高

见的危急重症, 死亡率达30%, 其中死亡率最

作为SAP模型建立成功指标.

高的是肝衰竭患者(83%) . 高迁移率族蛋白

1.2.2 肝脏组织细胞核蛋白提取物制备: 肝组织

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 HMGB1)是近

进行液氮研磨, 按10 mL/g加入匀浆缓冲液, 冰上

年发现的一种晚期炎性介质, 参与了SAP后期的

匀浆15 min. 以3000 r/min 4 ℃离心20 min, 取沉

肿瘤坏死因子γ(tumor necrosis factor γ, TNF-γ)

淀胞核. 按0.5 mL/0.1 g加入匀浆缓冲液洗涤2次.

持续激活、肠源性感染和微循环障碍等多个

重新以3000 r/min离心10 min, 收集沉淀, 加入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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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珠分离技术具
有重复性好、结
合效率高、操作
方便等优点, 这使
得这一系统在鉴
定DNA-蛋白质相
互作用方面表现
出特有的优势, 同
时, 生物质谱作为
一种重要的蛋白
鉴定技术, 灵敏度
高、准确度高、
快速、易于自动
化等特点, 已经广
泛的应用于生命
科学领域, 尤其是
串连飞行质谱仪
的出现, 大大的增
强了蛋白质鉴定
的准确性, 这一技
术与生化手段的
有效结合, 为鉴定
参与DNA-蛋白质
相互作用提供了
无可比拟的强大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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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2 5'-biotin标记HMGB1 启动
子PCR扩增结果. Ｍ： 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
１： ＨＭＧＢ１ 启动子探针． ＨＭＧＢ１：
高迁移率族蛋白Ｂ１．

第２５期

图 1 大鼠胰腺组织
HE染色(×200). Ａ： 正
常胰腺组织； Ｂ： 急性
重症胰腺炎．

B

M

第２２卷

15 min×4次, 置4 ℃ ddH2O保存. 切下有差异的
条带用胰酶胶内消化, 行MALDI-TOF质谱鉴定.
1.2.6 质谱分析: 用Mascot Distiller(NCBI)数据库
进行在线搜索. 搜索参数为: 肽质量指纹图中的

3000
2000
1500

肽片段质量(1000-3000 Da), 可耐受的精确程度
(±200 ppm), 每个肽包含的不完全裂解位点(1
个), 最少匹配肽片段数(4个), 半胱氨酸类型[脲

1000

甲基半胱氨酸(carbamidomethy-cys)], 可变修饰

500

[carbamidomethyl(C)、oxidation(M)], 物种来源
(鼠), 离子选择([M+H]+), 模式(monoisotopic). 蛋

体积核提取缓冲液, 涡旋振荡重悬后置冰上, 150

白质得分下限(60分), 满足上述条件认为有显著

r/min 摇动1 h. 以14000 r/min 4 ℃离心20 min, 保

性差异(P <0.05).

留上清. 用MilliQ 4 mL 10 kDa蛋白浓缩柱对上

统计学处理 数据均以mean±SD表示, SPSS

清除盐及Buffer置换至终体积约500 μL, 取上清

10.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处理,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80 ℃保存备用.

析和q 检验,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3 末端带biotin标记的HMGB1 启动子探针扩
增: 使用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提取大鼠血基
因组DNA, 并以其为模版, 根据大鼠HMGB1 启
动子序列(Genbank: 15289)设计HMGB1 启动子

■应用要点

本研究结合生物
素-链亲和素系统
和磁珠分离技术,
在SAP模型大鼠
肝脏组织中筛选
HMGB1 启动子结
合蛋白, 成功的在
活体组织筛选并
鉴定得到可能参
与HMGB1表达调
控的转录因子, 为
后续体内、体外
实验的鉴定并深
入进行基因靶向
治疗SAP奠定了
基础.

2 结果
2.1 大鼠SAP造模结果 血清淀粉酶检测SAP组较
对照组有明显升高(7823.5 U/L±1487.2 U/L vs

区探针, 5'末端生物素标记. PCR扩增产物行琼

876.5 U/L±133.6 U/L, P <0.05). SAP组大鼠胰腺

脂糖凝胶电泳, 切下目的条带用Axygen凝胶回

组织HE染色可见胰腺组织水肿, 出血坏死明显,

收试剂盒进行DNA回收. DNA定量仪定量回收

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 证明SAP大鼠模型建立成

产物浓度后置-20 ℃备用.

功(图1).

1.2.4 DNA pull-down分析: 取透析后SAP鼠和正

2.2 Biotin修饰HMGB1 启动子探针扩增 1%琼脂

常对照鼠的核蛋白提取物各1.25 mg/组, 加入2

糖凝胶电泳结果: 可见一条1600 bp左右的特异

倍体积的Binding Buffer、5 μL鲑鱼精DNA(10

性条带, 与大鼠HMGB1 启动子序列(Genbank:

mg/mL)、cocktail 10 μL, 2 μL Binding Enhanc-

1528)相符(图2).

er、55 pmol/组探针, 按μMACS FactorFinder

2.3 DNA pull-down分析 用2-D Quant Kit定量试

Kit说明操作, 分别用低盐(0.25 mol/L)和高盐(1

剂盒对对照组和SAP组核蛋白定量, 浓度均约为

mol/L)洗脱液80 μL洗脱SAP组和正常对照组磁

3 mg/mL. 低盐洗脱的为DNA亲和力弱的蛋白,

珠结合蛋白, 置-80 ℃保存备用.

高盐洗脱的则为DNA特异性结合的蛋白. 如图3

1.2.5 SDS-PAGE凝胶改良考染及回收: 将DNA

中黑色箭头表示SAP组大鼠同HMGB1 启动子结

p u l l-d o w n实验中的高盐和低盐洗脱液分别

合有差异的条带, 表明SAP状态下部分转录因子

行12%S D S-PA G E凝胶电泳. 凝胶按改良考染

或转录调节蛋白参与HMGB1转录调节. 低盐洗

方法行考染, 步骤为: 40%甲醇、10%乙酸、

脱组有4条差异条带, 高盐洗脱组有10条差异条

50%ddH2O固定凝胶30 min, 200 mL ddH2O洗涤

带(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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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名词解释

差异条带的蛋白质谱分析结果

蛋白名称

功能

Ｓ１００Ａ９（ｍｙｅｌｏｒ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４， 转录因子、参与炎症反应， 调节细胞生长和分化， 参与细胞骨架构成和蛋白质磷
ＭＲＰ１４）
Ｈｉｓｔｏｎｅ ２Ａ（Ｈ２Ａ）； Ｈｉｓｔｏｎｅ ２Ｂ（Ｈ２Ｂ）；

酸化， 调节酶活性， 维持钙离子稳态
核心组蛋白， 存在于染色体结构中， 具有高度保守性， 是核小体单元组成的主要成

Ｈｉｓｔｏｎｅ ３（Ｈ３）； Ｈｉｓｔｏｎｅ ４（Ｈ４）

员， 通过其乙酰化调控基因转录的“开”和“关”

bp

M

1

2

3

3799

4

异性基因的启动子与调节蛋白相互作用. 启动

生物素-链亲和素
系统(BAS): 一种
具有高亲和力、
灵敏度高、特异
性强和稳定性好
等优点的信号放
大标记技术, 研究
证明生物素与亲
和素依靠接触表
面均一的多层膜
来维系其稳定的
结合.

子DNA结合蛋白实验是从转录水平上来研究基
97.4

因表达调控, 探寻新的调节蛋白. 从而研究其对

66.2

转录调控的作用, 并最终阐明某些与疾病相关
的基因表达的机制, 为开发新的治疗手段提供

43.0

理论基础[10].
生物素-链亲和素系统是近年广泛用于研究

20.1

蛋白质-DNA相互作用的生物学技术, 二者都可
14.4

以耦联蛋白质、核酸、糖和酶等生物活性物质,
并以超强的非共价键特异性结合, 且这种结合

图 3 SAP大鼠模型肝脏组织HMGB1 启动子结合蛋白的
SDS-PAGE分析. Ｍ： 蛋白Ｍａｒｋｅｒ； １： 对照组低盐洗脱的
ＨＭＧＢ１ 启动子结合蛋白； ２： ＳＡＰ组低盐洗脱的ＨＭＧＢ１ 启动
子结合蛋白； ３： 对照组高盐洗脱的ＨＭＧＢ１ 启动子结合蛋白；
４： ＳＡＰ组高盐洗脱的ＨＭＧＢ１ 启动子结合蛋白． 箭头指示条
带为差异蛋白． ＨＭＧＢ１： 高迁移率族蛋白Ｂ１； ＳＡＰ： 急性重症
胰腺炎．

高度稳定. 磁珠分离技术在研究蛋白质-DNA相
互作用时具有结合力强、操作方便、效率高等
优点, 加上后续质谱技术鉴定, 为DNA-蛋白质
相互作用的目标蛋白鉴定提供了极为方便和有
效的手段[11,12].
本研究结合生物素-链亲和素系统和磁珠

2.4 质谱鉴定结果分析 将高盐洗脱组的10条差

分离技术, 在S A P模型大鼠肝脏组织中筛选

异条带行MALDI-TOF/TOF鉴定, 与NCBI数据
库进行对比(Mascot软件), 共鉴定出5种转录相

HMGB1 启动子结合蛋白, 成功地在活体组织筛
选并鉴定得到可能参与HMGB1 表达调控的转

关蛋白(表1).

录因子, 包括H2A、H2B、H3、H4、S100A9.
其中组蛋白是真核细胞特有的染色体结构蛋

3 讨论

白, 与DNA组装成核小体, 通过氨基末端富含赖

H M G B1是广泛存在于真核细胞核中最重要的

氨酸和乙酰基结合或者解构的特点, 改变DNA

非组蛋白之一, 虽然其在细胞内并不是组成性

的构象, 在基因表达中其重要作用. 组蛋白在

表达, 但在大多数细胞和组织内都在严格调控

炎症反应的多个环节中都发挥重要作用, 与脓

下处于一个基础表达水平 [5,6]. 近年研究者通过

毒血症患者死亡密切相关[13]. S100A9则是钙结

对HMGB1 的信号转导机制进行研究发现该蛋

合蛋白S100家族成员, 通常与S100A8结合形成

白可受到类固醇雌激素等不同因子的调控, 但

复合物, 在炎症病变早期渗出的炎性细胞中表

具体调控机制、序列和信号通路尚不明确[7]. 已

达, 抑制酪蛋白激酶Ⅰ和Ⅱ的活性, 间接影响转

知在许多炎性反应, 如内毒素休克、SAP、缺血

录和翻译过程中的磷酸化过程[14]. Wiechert等[15]

再灌注损伤、呼吸机所致肺损伤等疾病进展过

通过对S100A9转基因鼠研究发现, 肝脏特异性

程中, 血中高水平的HMGB1 , 对机体具有致命

S100A9过表达可导致中性粒细胞的动员和聚集.

[8,9]

性的作用

Moles等[16]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 S100A9在炎症

.

真核生物基因表达是由一个高度复杂、

性肝损伤中性粒细胞的趋化聚集中发挥着关键

精确调控的过程组成. 在其复制、转录、转录

的调控作用.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 S100A9可能

后、翻译和翻译后多等级水平上进行, 而mRNA

通过转录上调HMGB1 的表达促进SAP的炎症反

的转录起始是基因表达调控的基本控制点, 具

应, S100A9可能是HMGB1 在SAP病程中关键的

有时间和空间的特异性. 并在此基础上, 研究特

转录调控因子. 采用基因沉默等手段将进一步

WCJD|www.wjgnet.com

2014-09-08|Volume 22|Issue 25|

3800
■同行评价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该研究成功制备
SAP大鼠模型,
通过寻找SAP时
HMGB1 的启动
子结合蛋白, 为
后续体内、体外
实验的鉴定并深
入进行基因靶向
治疗SAP奠定了
基础, 本文立意
新颖, 数据可靠,
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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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该蛋白在SAP炎症反应乃至肝损伤中的作
用.
总之, 该研究通过寻找SAP时HMGB1 的启

9

动子结合蛋白, 为后续体内、体外实验的鉴定
并深入进行基因靶向治疗SAP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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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obtain differential gen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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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on cancer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from colo205 derived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METHODS: Colo205 cell spheres were cultured
in serum-free medium with cell factors, and
CD133 + /CD133 - cells were sorted using an
indirect CD133 microbead kit. In vitro differentiation and nude mouse tumorigenicity assay
were carried out to test whether CD133+ cells
have stem cell characteristics or not together
with colo205 cells and CD133- cells. RNA-seq
was employed for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genes
related to cancer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and
metabolism regulatory genes, followed by verification by qRT-PCR.
RESULTS: Compared with CD133 - cells, 9
cancer metabolism related genes and 6 glycolysis related genes were up-regulated, and
3 cancer metabolism related genes downregulated in CD133 + cells, while 12 cancer
metabolism related genes and 6 glycolysis
related genes were up-regulated, and 3 cancer
metabolism related genes down-regulated in
colo205 cells. For glucose transporters, glucose transporter 1 (GLUT1) was up-regulated
in CD133 + cells, GLUT3 was up-regulated in
CD133- cells, and GLUT4 was up-regulated in
colo205 cells. Among the 6 cancer metabolism
related genes involved in the tricarboxylic
acid (TCA) cycle, glutaminase1 (GLS1) was
up-regulated and 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2
(IDH2) was down-regulated along with cytochromec oxidase assembly factors 2 (SCO2) in
CD133- cells. The mRNA expression levels of
20 cancer metabolism regulatory genes were
changed, including p53, RAS, 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 (ERK), liver kinase
B1 (LKB1), protein kinase B (AKT), and TP53induced glycolysis and apoptosis regulator
(TIGAR) that were down-regulated, and 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α (HIF-1α), IκB kinase
(IKK) and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 that were up-regulated in CD133 -

■背景资料

癌细胞代谢调控
失常与癌基因的
激活或肿瘤抑制
基因的功能丧失
密切相关, 研究癌
细胞代谢基因表
达变化可为其代
谢异常发生机制
的解析、癌症发
病机制的阐明提
供依据, 也可为为
临床治疗癌症提
供有潜力的靶点.

■同行评议者

李革, 副教授, 延
边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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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始动细胞的干
细胞特性可能是
癌症复发或转移
的重要原因, 其相
关生物标志物的
发现可为临床癌
症的早期诊断、
分子分型、治疗
手段的选择及预
后提供有力工具,
寻找为临床诊疗
提供可靠依据的
癌症分子标志物
尚待加强.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cells, and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and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RTK6)
that were down-regulated in colo205 cells.
CONCLUSION: Heterogeneity of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exists in colo205 cells and colo205
derived CD133- cells and CD133+ cells, which
ma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molecular diagnosis, therapeutic target selection, treatment
evaluation and prognosis judgment in colorectal
cancer.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Magnetic cell
sorting;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Metabolic enzyme genes; Cancer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Yue CW, Lv YH, Zhou X, Wang M, Li YY, Zeng QL, Shao
MY.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for screening of cancer
metabolism related genes in CD133+/CD133- colorectal
cancer cells derived from colo205 cell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4; 22(25): 3801-3810 URL: http://
www.wjgnet.com/1009-3079/22/3801.asp DOI: http://
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01

摘要
目的: 获得colo205细胞株不同细胞群肿瘤代
谢基因及代谢调控基因的差异表达变化信息,
为深入理解大肠癌肿瘤的发生机制、药物治
疗潜在靶点的发现及大肠癌的临床治疗提供
实验依据.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中高表达, G L U T4在未分选c o l o205细胞
群高表达. 参与三羧酸循环(t r i c a r b o x y l i c
a c i d c y c l e)的6种癌症代谢基因中, 谷氨酰
胺酶1(glutaminase1, GLS1)在CD133 -细胞
群中高表达; 异柠檬酸脱氢酶2(i s o c i t r a t e
dehydrogenase 2)和细胞色素氧化酶组装因
子2(cytochromec oxidase assembly factors 2)
在CD133 -细胞群中低表达. 共有20种癌症代
谢调控基因在不同细胞群中发生一定程度表
达变化. 其中与c o l o205细胞群和C D133 +细
胞群相比, p53、R A S、细胞外调节蛋白激
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
肝脏激酶B1(l i v e r k i n a s e B1)、蛋白激酶B
(p r o t e i n k i n a s e B)、T P53诱导的糖酵解及
细胞凋亡调节蛋白(TP53-induced glycolysis
and apoptosis regulator)在CD133-细胞群中
均表达下调, 而缺氧诱导因子1α(h y p o x i a
inducible factor 1α)、IκB激酶(IκB kinase)和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则表现上调. AMP激活的蛋白激酶
(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和生长因子受
体酪氨酸激酶6(receptor tyrosine kinase)则
在未分选细胞群中表达下调.
结论: 大肠癌colo205细胞株来源的CD133+、
CD133-及colo205代谢基因及其调控基因表达
存在着异质性, 这可能对大肠癌的分子诊断、
治疗靶点的选择和治疗手段的确定以及预后
的判断提供参考.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方法: 利用无血清体外培养、磁珠分选colo205
细胞株来源的大肠癌CD133+细胞群、CD133细胞群结合裸鼠成瘤实验验证后, 表达谱测序
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筛选不同细胞群差异表
达肿瘤代谢基因及代谢调控基因, 并用定量
PCR技术进行验证.
结果: 与CD133 -细胞群比较, CD133 +细胞群
有9个癌症代谢基因表达发生上调, 3个癌症
代谢基因表达发生下调, c o l o205未分选细
胞群有12个癌症代谢基因表达发生上调, 3
个癌症代谢基因表达发生下调. 与C D133 +
细胞群比较, c o l o205细胞有5个癌症代谢
基因表达发生上调, 3个癌症代谢基因表达
发生下调. 与C D133 - 细胞群相比, C D133 +
细胞群中糖酵解相关的基因有6个表达上
调, c o l o205未分选细胞群的糖酵解相关的
基因有7个表达轻微上调. 葡糖转运蛋白
1(glucose transporter 1, GLUT1)在CD133+
细胞群中高表达, G L U T3在C D133 - 细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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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肠癌细胞； 磁珠分选； 表达谱测序； 癌症
代谢基因； 癌症代谢调控基因
核心提示： 本文分析了大肠癌不同细胞群肿瘤代
谢基因和参与癌症代谢途径表达调控表达变化,
发现同一细胞来源不同细胞群的代谢基因及代
谢调控基因表达存在着异质性, 提示癌细胞的代
谢模式可能也存在着异质性.
岳昌武， 吕玉红， 周昕， 王苗， 李园园， 曾庆良， 邵美云． 表
达 谱 测 序 筛 选 大 肠 癌 ｃ ｏ ｌ ｏ ２ ０ ５ 细 胞 及 其 来 源 的 Ｃ Ｄ １ ３ ３ ＋、
Ｃ Ｄ １ ３ ３ －细 胞 群 肿 瘤 代 谢 相 关 基 因 ． 世 界 华 人 消 化 杂
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０１－３８１０ URL: http://www.wjgnet.

com/1009-3079/22/3801.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801

0 引言
癌细胞代谢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葡萄糖的摄入
和利用能力提高, 80多年前, Warburg等[1,2]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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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有氧条件下, 癌细胞仍通过糖酵解途径

人员快速、准确的了解特定生理状态下细胞内

产生ATP, 即“瓦氏效应”(Warburg effect). 根据

各种基因的动态变化提供有力工具和可能. 大

瓦氏效应学说, 癌细胞中有氧糖酵解过程的激

肠癌是目前国内发病率次仅于肺癌、乳腺癌的

活及持续进行与癌基因的激活或肿瘤抑制基因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 近年发病率呈

的功能丧失密切相关, 癌细胞能量代谢调控失

逐年上升趋势[11]. 大肠癌干细胞是消化系恶性肿

常[即癌细胞代谢重编程(cancer metabolic repro-

瘤中第1个被发现的癌症始动细胞, 对其代谢基

gramming)]有可能导致了许多代谢信号发生改

因的研究对大肠癌诊断及综合防治措施的制定

[3]

变, 影响了细胞增殖和凋亡等各种生物学过程 .

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采用无血清体

癌细胞代谢过程的根本性变化, 为肿瘤细胞提

外球培养[12-17]富集肠癌细胞株colo205来源的细

供了快速生长所需的大分子前体和能量, 满足

胞球, 通过CD133+标记的免疫磁珠分选、富集

了癌细胞恶性增殖过程中对能量和各种次级代

大肠癌始动细胞, 利用体外分化实验和裸鼠成

谢物的需求, 为癌细胞的生存、增殖、侵袭及

瘤实验对分选的大肠癌始动细胞的干细胞特性

转移等提供能量和物质基础, 从而从根本上影

进行鉴定和验证, 并用RNA-seq研究了大肠癌代

. 随着分子生物

谢基因及其调控基因表达变化, 并利用qRT-PCR

学的深入发展和高通量的分子分析仪器的投入

技术对测序结果进行验证. 可为大肠癌深入理

响着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

[4-6]

使用, 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证明

[7,8]

癌细胞生长

环境的改变可能是导致其代谢改变的重要原因,
即癌细胞密集式生长导致其微环境氧浓度和营
养的利用性改变, 癌组织的缺氧和营养物利用
性改变可能是导致癌细胞代谢改变的重要原因.
癌细胞的代谢转换涉及有氧糖酵解、三羧
酸循环、磷酸戊糖途径、线粒体重组, 氨基酸
代谢及脂类代谢等多条代谢途径的改变. 近年
来对癌症代谢改变机制的解析的进展表明[9], 癌
细胞增殖需要通过癌基因和肿瘤抑制基因突
变改变多种信号转导通路, 进而引起癌细胞代
谢途径的转变从而促进了癌症的发生、发展.

p53 、c-Myc 、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HIF )、RAS 、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 NF-κB )、CD44 等数十种基因可能在这个
转变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 作为癌细胞的一个
共同特征, 代谢异常发生机制的解析将有助于
阐明癌症发病机制, 为临床治疗癌症提供有潜
力的靶点. 例如癌细胞环境氧浓度降低可能诱
导的低氧诱导因子HIF的表达改变, HIF调控的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人大肠癌colo205细胞株购自中国科学
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细胞库, colo205来源的大肠
癌CD133 +细胞群/CD133 -细胞群为本课题组利
用无血清培养基富集、磁珠分选后经体外分
化及裸鼠成瘤实验验证干性特征后用于本研
究. Truseq™ RNA sample prep kit, Dynabeads®
mRNA Purification kit, TBS380 (Picogreen), Certified Low Range Ultra Agarose, cBot Truseq PE
Cluster Kit v3-cBot-HS, Hiseq2000 Truseq SBS
Kit v3-HS(200 cycles)等RNA纯化、无差异表
达谱文库构建、高通量测序试剂盒及磁力架及
HiSeq 2500高通量测序平台等购自Illumina(上
海)公司. TRIzol ® Reagent、B27添加剂(B27)、
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生长因子(recombinant human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bFGF)、重组
人表皮细胞生长因子(recombinant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GF)及重组人自血病抑
制因子(recombinant human leukemia inhibitory
factor, rLIF)购自Invitrogen(上海)公司; 二甲基

肿瘤生长和耐药性增加; 异柠檬酸脱氢酶1(iso-

亚砜(DMSO)、胰蛋白酶粉购自Sigma(上海)公

citrate dehydrogenase 1, IDH1)和IDH2的突变导

司; DMEM/F12培养基和RPMI 1640培养基购自

致细胞内2-羟戊二酸浓度升高, 从而导致α-酮戊

Gibco(上海)公司; 胎牛血清购自杭州四季青公

二酸依赖的双加氧酶的酶活性的变化, 使恶性

司; CD133细胞分选试剂盒(CD133 Cell Isolation

肿瘤的风险增加, 近期的研究发现通过设计能

Kit)购自Miltenyi(上海)公司; 常规细胞培养等

抑制这两种酶基因的变异的小分子, 可分别减

无酶耗材均购自爱思进(杭州)公司. 无血清培养

基因表达谱测序等组学技术的进展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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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大
肠癌colo205细胞
株不同细胞群癌
症代谢差异表达
谱分析, 发现同一
细胞株来源不同
细胞群代谢基因
及代谢调控基因
表达存在着异质
性, 提示癌细胞的
代谢模式可能也
存在着异质性.

现及大肠癌的临床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放、血管生成、细胞增殖、抗凋亡, 最终导致

缓白血病和脑肿瘤细胞的生长 .

■创新盘点

解大肠癌的发生机制、药物治疗潜在靶点的发

基因涉及许多病理过程, 如代谢转变、药物释

[10]

3803

基(serum free medium, SFM)为本实验新鲜配制
(98 mL DMEM/F12培养基含2.0 mL B27, 0.2 μ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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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了大肠
癌不同细胞群肿
瘤代谢基因和参
与癌症代谢途径
表达调控表达变
化, 可为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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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FGF, 0.2 μg rLIF, 0.2 μg rEGF, 加超纯水定容

组mapping. 利用tophate(http://tophat.cbcb.umd.

到100 mL, 过滤灭菌, -20 ℃保存, 备用). 倒置荧

edu/)构建转录本, 利用cuffcompare对不同转

光显微镜、低温离心机、二氧化碳细胞培养箱

录本进行相似情况的比较, 利用cuffmerge合并

等仪器由遵义医学院医学与生物研究中心提供,

转录本集合, 利用cuffdiff(http://cufflinks.cbcb.

磁珠细胞分选仪由遵义医学院邓飞教授课题组

umd.edu/)衡量样本间差异表达基因来. 根据样

提供.

本与人基因组比对的结果, 计算每个基因/转录

1.2 方法

本在样本中的FPKM(每1百万个map上的reads

1.2.1 colo205来源细胞群分选及鉴定: 取SSM中
5

处于对数增长期的colo205细胞, 以10 /mL的细

中map到外显子的每kb碱基上的reads个数)值,
以该值作为基因/转录本在样本中的表达量. 以

胞密度接种至SFM中进行培养成结肠癌干细胞

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0.05作

球, 10 d后用酶消化法及机械分离法将colo205

为显著差异基因/转录本筛选条件对所有基因/转

干细胞球分离成单细胞悬液并观察单细胞悬液

录本在各组样本中的表达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传代后重新形成结肠癌干细胞球的过程. 将形

找出相对差异表达的基因/转录本. 将有显著差

态稳定的colo205干细胞球分离成单细胞悬液,

异的基因/转录本进行表达模式聚类分析, 采用

悬浮细胞中加入100 μL FcR blocking及100 μL

距离计算算法: 样本间为spearman, 基因间为

CD133免疫磁珠, 选择MS柱及匹配的分选器, 继

pearson, 采用的聚类方法为hcluster(complete算

续收集流过柱子的CD133-细胞和CD133+阳性细

法). 利用R软件中的“noiseq”进行差异基因聚

胞. 将分选所得CD133+与CD133-细胞密度调整

类并可视化输出.

至105/mL分别接种SFM中, 37 ℃、5%CO2恒温
箱中培养, 每2-3 d加入2 mL SFM培养基, 每天观
察细胞在SFM中形态变化. 10 d后向SFM中加入
胎牛血清(SFM与胎牛血清的体积比为9∶1), 继
续37 ℃、5%CO2恒温箱中培养, 每天观察细胞
形态变化. 将分选得到CD133+、CD133-细胞及
未分选的colo205细胞分别以生理盐水稀释并以
1×103、1×104、1×105细胞数量接种至同1只
Babl/c裸鼠左右腋下和右侧腹股沟并以生理盐
水作对照后养于SPF动物房, 观察并记录肿瘤生
长情况.
1.2.2 测序文库构建及高通量测序: 利用TRIzol®
总R N A提取试剂盒提取总R N A, 利用D y n ab e a d s ® m R N A试剂盒利用磁珠法分离纯化
mRNA, 离子打断mRNA后利用Truseq™ RNA
纯化试剂盒合成双链c D N A合成、补平、3'端
加A、连接index接头构建文库. 利用接头引物
P C R扩增15个循环富集文库后用2%琼脂糖胶
回收扩增的目的条带, 利用TBS380(Picogreen)

1.2.3 差异基因定量PCR验证: 为了进一步验证
表达谱测序获得基因表达变化数据的可靠性, 我
们随机选取了p53 和BCL11A 基因, 并以β-actin 基
因作为内参, 进行表达变化的定量PCR验证. P53
F: 5'-CCCTCCTCAGCATCTTATCCG-3'; P53 R:
5'-CAACCTCAGGCGGCTCATAG-3'; BCL11A
F: 5'-GACAGGGTGCTGCGGTTGA-3', BCL11A
R: 5'-GGCTTGCTACCTGGCTGGAA-3'; β-actin
引物: β-actin F: 5'-TGGCACCCAGCCAATGAA-3', β-actin R: 5'-CTAAGTCATAGTCCG C C TA G A A G C A-3'. 定量P C R反应条件为:
95 ℃ 预变性2 min, 40个热循环扩增(95 ℃变性
10 s, 60 ℃退火扩增20 s). 每轮热循环结束后采
集荧光信号, 扩增完全结束后采集荧光信号绘制
熔解曲线, 获得Ct值, 以2-△△Ct法[18]进行表达变化
分析.
统计学处理 定量PCR结果利用SPSS13.0统
计软件, 采用One-way ANOVA方法进行组间比
较,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定量试剂盒定量回收的富集文库c D N A, 按数

2 结果

据比例混合上, cBot上进行桥式PCR扩增, 生成

2.1 大肠癌c o l o205来源细胞群分选结果鉴定

Clusters后利用Hiseq2000测序平台, 进行1×50

SFM中培养1 d后, 分选的CD133+与CD133-细胞

bp测序.

表型出现明显区别: CD133+细胞成团悬浮生长,

原始f a s t q数据后利用S e q P r e p(h t t p s://

4 d可见典型肿瘤细胞球, 而CD133-细胞则始终

github.com/jstjohn/SeqPrep)、sickle(https://

未见肿瘤细胞球生成. 添加胎牛血清后, 1 d后

github.com/najoshi/sickle)等软件进行质控分析

CD133+细胞球贴壁生长, 3 d后细胞球分化. 接

得到clean data序列进行数据量统计后与人基因

种裸鼠后第15天可见接种10 5个C D133 +细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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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昌武， 等． 表达谱测序筛选大肠癌ｃｏｌｏ２０５细胞及其来源的ＣＤ１３３＋、ＣＤ１３３－细胞群肿瘤代谢相关基因
表 1

■名词解释

Colo205细胞株来源细胞群表达谱原始测序数据统计

原始数据统计结果

样本

3805

基因组mapping比率

序列数(条)

碱基数(bp)

≥Q20(%)

序列数(条)

百分比(%)

ＣＤ１３３－

１７７２２１４６

８８６１０７３００

９６．８４

１２９１５７３８

８７．０７

ＣＤ１３３＋

２３１７４１５２

１１５８７０７６００

９５．７６

１６１１８２５８

８５．９３

ｃｏｌｏ２０５

２７２６０２６５

１３６３０１３２５０

９５．９２

１９３０４６０５

８４．１１

95.92%; 人基因组比对, mapping上的序列分别

癌细胞代谢重编
程: 即使在有氧条
件下, 癌细胞仍通
过糖酵解途径产
生ATP, 癌细胞中
有氧糖酵解过程
的激活涉及众多
代谢基因及代谢
调控基因表达模
式的改变, 而这种
改变可能正是肿
瘤发生的基础.

为12915738条、16118258条和19304605条, 分
1

1
2

1

2

别占整个高质量的reads的87.07%、85.93%和

2

84.11%, 表明所获得测序数据达到后续分析的
要求.

3

4

3

4

3

4

2.3 群癌症代谢相关基因表达变化 以FDR<0.05
为显著差异基因/转录本筛选条件, 利用分析软
件Tophat及Cuffdiff分别转录本测序常规数据分
析结果表明本次测序所有样品的FPKM分布差

图 1 Colo205不同细胞群裸鼠成瘤效果分析(100000细胞,
培养42 d). １： ＣＤ１３３－细胞； ２： ＣＤ１３３＋细胞； ３： 生理盐水； ４：
ｃｏｌｏ２０５细胞．

始见肿瘤生长(图1), 第20天接种104个CD133+细
胞处见肿瘤生长, 第30天可见接种103个CD133+
细胞处见肿瘤生长; 接种第35天可见接种105个
colo205细胞处见肿瘤生长, 第40天接种104个和
接种103个colo205细胞及CD133-细胞处均未见
肿瘤生长. 到42 d观察期结束, 仅需接种10 3个
CD133+细胞就可以在裸鼠皮下形成肿瘤, 所有
CD133+细胞接种处均成瘤; 而colo205细胞需接
种105个才能在第35天形成肿瘤; 所有CD133-细
胞接种处均未见肿瘤生长. CD133+细胞内成瘤
能力强于CD133-细胞及colo205细胞, 有明显差
异(P <0.05); 而CD133-及colo205细胞间成瘤能力

异不显著. 对样品测序结果两两进行两个样本
中基因或转录本的表达量变化差异的统计学分
析结果表明(图2)CD133 +组/colo205组/CD133 组等3组样品间两两样品的转录本的表达量变
化差异显著, 以P <0.05和q <0.05和表达变化差
异为0.75和1.33倍为差异表达基因筛选标准将
这些差异基因进行差异基因表达模式聚类, 得
到异变化显著基因, 这些差异基因共涉及32个
代谢途径, 其中抗原加工递呈、细胞黏附、趋
化因子途径、大肠癌途径、细胞因子受体、药
物代谢、ErbB信号通路、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GnRH)信号通
路、造血细胞谱系、Hippo信号通路、HTLV-I
感染、Legionellosis、MAPK通路、NF-kappa B

无明显差异.

通路、NOD-like受体、Notch信号通路、癌症

2.2 测序结果处理及统计分析 测序得到的原始

代谢、PI3K-Akt途径、PPAR途径、主要免疫缺

图像数据经过Base Calling转化为序列数据, 对
获得测序reads的序列信息以及reads的测序质
量信息进行评估, 生物信息分析运用统计学的

陷、癌症相关聚糖、丙酮酸代谢、肌动蛋白骨
架等可能与癌症发生、发展及侵袭、转移相关
的代谢途径[6-8].

方法, 对所有测序reads的每个circle进行碱基

利用K E E G数据库结合最新文献报道 [9]的

分布和质量波动的统计, 可以从宏观上直观地

将表达谱测序结果中的癌症代谢功能催化基

反映出样本的测序质量和文库构建质量. 本次

因(表2)的表达变化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

-

在阳性组与阴性组比较(C D133 + /C D133 - ), 有

组 、 C D 1 3 3 +组 和 未 分 选 c o l o 2 0 5 组 得 到 原

9个癌症代谢基因表达发生上调, 占分析基因

始序列分别为17722146条、23174152条和

总数的34.6%(9/26), 3个癌症代谢基因表达发

27260265条; 累计碱基数分别达到88107300、

生下调, 占分析基因总数的11.5%(3/26); 未分

1158707600和136013250 bp; 其中长度≥20 nt

选组与阴性组比较(c o l o205/C D133 -), 有12个

的r e a d s占分别总r e a d s的96.84%、95.76%和

癌症代谢基因表达发生上调, 占分析基因总数

文库构建和高通量测序结果表明(表1)C D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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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肿瘤代谢相关基因及其在colo205来源细胞群表达变化

代谢途径

靶基因

糖基转运

ＧＬＵＴ１
ＧＬＵＴ２

糖酵解

磷酸戊糖
ＴＣＡ循环

合成代谢

基因表达变化

功能

转录因子

阳性/阴性

未分选/阴性

未分选/阳性

糖基转运

１．３７

０．３２

０．２４

ＨＩＦ／ｃ－Ｍｙｃ／ｐ５３

糖基转运

１．００

１．１８

１．１８

ｃ－Ｍｙｃ

ＧＬＵＴ３

糖基转运

０．５６

０．５１

０．９０

ＨＩＦ／ｐ５３

ＧＬＵＴ４

糖基转运

０．９２

１．７５

１．９２

ｃ－Ｍｙｃ／ｐ５３

ＨＫ２

己糖磷酸化

０．９１

１．３９

１．５２

ＨＩＦ／ｃ－Ｍｙｃ／ｐ５３

ＡＬＤＯＡ

醛缩酶

２．１１

１．４４

０．６８

ＨＩＦ／ｃ－Ｍｙｃ

ＧＡＰＤＨ

３－Ｐ －甘油醛脱氢

１．８４

１．８６

１．０１

ＨＩＦ／ｃ－Ｍｙｃ

ＰＧＫ１

磷酸甘油酸激酶

１．５８

１．３７

０．８７

ＨＩＦ／ｃ－Ｍｙｃ

ＰＧＭ

磷酸甘油酸变位酶

１．７２

１．２０

０．７０

ｐ５３

ＥＮＯ１

烯醇化酶

１．７９

２．０１

１．１２

ＨＩＦ／ｃ－Ｍｙｃ

ＰＫＭ２

丙酮酸激酶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００

ＨＩＦ／ｃ－Ｍｙｃ

ＬＤＨＡ

乳酸脱氢酶

２．４２

１．９７

０．８２

ＨＩＦ／ｃ－Ｍｙｃ

Ｇ６ＰＤＨ

６－磷酸葡萄糖脱氢酶

１．１６

１．６２

１．３９

ｐ５３

ＴＫＴ

转酮醇酶

１．２０

０．９０

０．７５

ＨＩＦ

ＴＫＴＬ２

转酮醇酶样蛋白２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００

ＨＩＦ

ＰＤＫ１

丙酮酸脱氢酶激酶１

１．４３

１．３０

０．９１

ＨＩＦ／ｃ－Ｍｙｃ

ＧＬＳ１

谷氨酰胺酶

０．５４

０．５３

０．９９

ｃ－Ｍｙｃ

ＧＬＳ２

谷氨酰胺酶

０．８３

０．９７

１．１９

ｐ５３

ＩＤＨ１

异柠檬酸脱氢酶１

１．０２

１．２９

１．２７

未知

ＩＤＨ２

异柠檬酸脱氢酶２

１．８０

２．５４

１．４２

未知

ＳＣＯ２

细胞色素氧化酶

１．９０

１．８０

０．９４

ｐ５３

ＣＡＤ

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０．８７

０．８０

０．９２

ｃ－Ｍｙｃ

ＳＨＭＴ

丝氨酸羟甲基转移酶

１．０８

１．９８

１．８３

ｃ－Ｍｙｃ

ＦＡＳ

脂肪酸合成

１．１２

１．１７

１．０４

ｃ－Ｍｙｃ

ＯＤＣ

鸟氨酸脱羧

０．８１

１．４３

１．７５

ｃ－Ｍｙｃ

ＡＣＬＹ

ＡＴＰ－柠檬酸裂解酶

０．８８

１．１８

１．３３

未知

阳性／阴性： ＣＤ１３３＋／ＣＤ１３３－； 未分选／阴性： ｃｏｌｏ２０５／ＣＤ１３３－； 未分选／阳性： ｃｏｌｏ２０５／ＣＤ１３３＋． ＧＬＵＴ： 葡糖转移酶； ＨＫ２： 己糖磷酸化
酶２； ＡＬＤＯＡ： 果糖二磷酸醛缩酶Ａ； ＧＡＰＤＨ： ３－Ｐ －甘油醛脱氢酶； ＰＧＫ１： 磷酸甘油酸激酶； ＰＧＭ： 磷酸甘油酸变位酶； ＥＮＯ１： 烯醇化
酶； ＰＫＭ２： 丙酮酸激酶； ＬＤＨＡ： 乳酸脱氢酶； Ｇ６ＰＤＨ： ６－磷酸葡萄糖脱氢； ＴＫＴ： 转酮醇酶； ＴＫＴＬ２： 转酮醇酶样蛋白２； ＰＤＫ１： 丙酮酸
脱氢酶激酶１； ＧＬＳ１： 谷氨酰胺酶１； ＧＬＳ２： 谷氨酰胺酶２； ＩＤＨ１： 异柠檬酸脱氢酶１； ＩＤＨ２： 异柠檬酸脱氢酶２； ＳＣＯ２： 细胞色素氧化酶；
ＣＡＤ： 氨甲酰磷酸合成酶； ＳＨＭＴ： 丝氨酸羟甲基转移酶； ＦＡＳ： 脂肪酸合成； ＯＤＣ： 鸟氨酸脱羧酶； ＡＣＬＹ： ＡＴＰ－柠檬酸裂解酶．

的46.1%(9/26), 3个癌症代谢基因表达发生下

种细胞群中表达变化不大外, GLUT1在CD133+

调, 占分析基因总数的11.5%(3/26); 未分选组

细胞群中高表达(比CD133-高1.37倍, 比未分选

与阳性组比较阳性(colo205/CD133+), 仅有5个

colo205细胞群高4.17倍), GLUT3在CD133-细

癌症代谢基因表达发生上调, 占分析基因总数

胞群中高表达(比未分选c o l o205细胞群高1.96

的19.2%(5/26), 3个癌症代谢基因表达发生下

倍, 比CD133+细胞群高1.79倍), GLUT4在未分

调, 占分析基因总数的11.5%(3/26). 在糖酵解相

选c o l o205细胞群高表达(比C D133 + 细胞群高

-

关的基因中, 与CD133 细胞群相比, CD133 细

1.92倍, 比CD133-高1.75倍). 参与磷酸戊糖途径

胞群中糖酵解相关的基因有6个表达上调, 占整

的TKT和TKTL2则在3种细胞群中表达差异不

个分析的糖酵解基因的66.6%(6/9); 同样的, 与

明显. 参与三羧酸循环(tricarboxylic acid cycle,

+

-

CD133 细胞群相比, 未分选细胞群的糖酵解相

T C A)循环的6种癌症代谢基因中, 谷氨酰胺酶

关的基因有7个表达轻微上调, 占整个分析的糖

2(glutaminase1, GLS2)、IDH1和PDK1在3种细

酵解基因的77.8%(7/9), 无基因表达下调发生

胞群中表达变化不大, 而GLS1在CD133-细胞群

(0/9). 参与糖基转运4种葡糖转运蛋白中, 除了葡

中高表达(比未分选colo205细胞群高1.89倍, 比

糖转运蛋白2(glucose transporter 2, GLUT2)在3

CD133+细胞群高1.85倍); 与GLS1相反, IDH2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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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肿瘤能量代谢调控相关蛋白基因及其在colo205来源细胞群表达变化

靶基因

参与调控代谢功能

基因表达变化
阳性/阴性

未分选/阴性

未分选/阳性

ｐ５３

糖酵解／ＴＣＡ循环／糖基转运

２．３６

２．１７

０．９２

ｃ－Ｍｙｃ

糖酵解／ＴＣＡ循环／合成／糖基转运

１．４３

１．２７

０．８７

ＨＩＦ－１α

磷酸戊糖／ＴＣＡ循环／糖酵解／糖基转运

０．５１

０．６７

１．３０

ＨＩＦ－２α

磷酸戊糖／ＴＣＡ循环／糖酵解／糖基转运

１．０８

０．８９

０．８２

ＲＡＳ

糖酵解

１．４９

１．７８

１．１９

ＲＡＦ

糖酵解

０．８１

０．８５

１．０４

ＭＥＫ

糖酵解

１．３６

１．２７

０．９３

ＥＲＫ

糖酵解

１．３９

１．９９

１．４４

ＬＫＢ１

糖酵解

１．５３

１．７７

１．１６

ＡＭＰＫ

糖酵解

０．９４

０．３８

０．４０

ｍＴＯＲ

糖酵解

０．６４

０．８２

１．２８

ＰＩ３Ｋ

糖酵解

０．７１

１．１２

１．５７

ＡＫＴ

糖酵解

１．５２

１．６８

１．１１

ＶＨＬ

糖酵解

０．６１

０．８８

１．４４

ＴＩＧＡＲ

糖酵解

１．４０

１．３８

０．９８

ＣＤ４４

糖酵解

１．７８

１．２０

０．６７

ＰＨＤ２

ＴＣＡ循环

１．０１

１．３５

１．３４

ＩＫＫ

糖基转运

０．４３

０．４８

１．１２

ＮＦ－κＢ

糖基转运

０．９０

１．２１

１．３４

ＥＧＦＲ

糖基转运／糖酵解

０．７３

０．５４

０．７４

ＰＴＥＮ

糖基转运／糖酵解

１．１７

１．０４

０．８８

ＨＥＲ２

糖基转运／糖酵解

１．３３

０．９２

０．６９

ＲＴＫ６

糖酵解

１．０７

０．６０

０．５６

ＨＩＦ： 缺氧诱导因子； ＭＥＫ：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激酶； ＥＲＫ： 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ＬＫＢ１： 肝脏激酶Ｂ１； ＡＭＰＫ： 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
ｍＴＯＲ： 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 ＰＩ３Ｋ： 磷脂酰肌醇３激酶； ＶＨＬ： 林氏综合征； ＴＩＧＡＲ： ＴＰ５３诱导糖酵解和凋亡调节因子； ＰＨＤ２： 脯
氨酸羟化酶２； ＩＫＫ： ＩκＢ激酶； ＮＦ－κＢ： 核因子κＢ； ＥＧＦＲ：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ＰＴＥＮ： 人第１０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及张力蛋白同源的
基因； ＨＥＲ２：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２； ＲＴＫ６： 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６．

细胞色素氧化酶组装因子2(cytochromec oxidase
-

的糖酵解及细胞凋亡调节蛋白(T P53-i n d u c e d

assembly factors 2, SCO2)则在CD133 细胞群中

glycolysis and apoptosis regulator, TIGAR)在

低表达(分别比未分选c o l o205细胞群低2.54倍

CD133-细胞群中均表达下调, HIF-1α、IκB激酶

和1.80倍, 分别比CD133+细胞群低1.80倍和1.90

(IκB kinase, IKK)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倍). 而参与合成代谢的相关癌症代谢基因则表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则表现上调. AMP

达变化很少(仅SHMT和ODC在未分选细胞群中

激活的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表达略有变化).

AMPK)和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6(receptor

将文献报道 [9]中可能参与癌症代谢途径表

tyrosine kinase, RTK6)则在未分选细胞群中表达

达调控表达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表3)除了

下调.

HIF-2α 、RAF 、MEK 、PHD2 、NF-κB 、PTEN
和HER2 等基因在3种细胞群中表达变化不大外,

3 讨论

共有20种癌症代谢调控基因在不同细胞群中发

自上个世纪20年代Warburg发现即使是在氧气供

生一定程度的表达变化. 其中与colo205细胞群

应充足的情况下癌细胞也主要是利用糖酵解途

+

和CD133 细胞群相比, p53、RAS、细胞外调节

径而不是像正常细胞那样主要通过三羧酸循环-

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

氧化磷酸化产生AT P以来, 大量的研究人员试

ERK)、肝脏激酶B1(liver kinase B1, LKB1)、

图揭开这个现象背后隐藏的分子机制 [19]. 近年

蛋白激酶B(protein kinase B, AKT)、TP53诱导

来, 得利与组学研究技术的进步, 大量的高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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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差异基因进行差异基因表达模
式聚类. 图中每列表示一个样本， 每行
表示一个基因， 图中的颜色表示基因的
表达量， 绿代表低表达量的基因， 红色
代表高表达量的基因． 表达差异越显著，
基因在图中的位置越靠上．

CD133- fpkm CD133+ fpkm
0

  0

colo205 fpkm

0.01
0.69
Relative abundance(%)

60.61

测序数据支持肿瘤突变、异质理论[20-22]. 测序数

胞群具有干性特征因素之一; p53的高表达对直

据的生物信息学深度挖掘分析结果表明癌基因

接抑制低氧诱导因子HIF途径中HIF-1α和mTOR

的突变可能会影响细胞内数十种与肿瘤相关代

等基因的表达, 从而可能导致H I F途径中羟基

谢网络. 癌细胞通过代谢途径的改变来运输核

化H I F-1α的泛素化降解而不能促进糖酵解等

酸、氨基酸、脂类及谷胱甘肽等抗氧化剂进入

癌症代谢相关的基因的表达; 与此同时p53的高

细胞来满足等细胞快速增殖必须的营养物质需

表达促进了其下游SCO2 、TIGAR 基因的高表

要. 尽管肿瘤代谢基因及代谢调控基因的研究

达, 进而分别通过促进TCA循环和抑制糖酵解

尚还有很长路要走, 但已有的研究表明HIF-1 、

来调控CD133+细胞群ATP产生模式. 有意思的

c-Myc 、p53 、PKM2 、IDH 、GLS 等基因在肿瘤

是CD133+细胞群ATP产生模式似乎处于一种动

代谢改变中发挥重要作用[23-25].

态平衡过程中, 一方面通过抑制基因p53 高表达

本文利用高通量表达谱测序技术分析了肿

来试图“扭转”ATP通过糖酵解产生, 回归TCA

瘤代谢基因及肿瘤代谢调控基因在colo205细胞

循环为主的正常细胞代谢模式, 另一方面细胞

株来源不同细胞群的表达变化, 结果表明即使

通过高表达RAS、MEK和ERK促进HIF和c-Myc

同一细胞株来源的不同细胞群这些代谢相关的

的高表达, 同时通过降低VHL的表达水平来减

基因表达谱也存在着很多改变. 例如以p53为例,

少HIF的泛素化降解, 从而维持癌细胞糖酵解为

-

和CD133 细胞群相比, CD133 细胞群中抑癌基

主的ATP产生模式[26-29]. 此外, c-Myc还通过抑制

因p53的高表达直接抑制了IKK的表达, 后者又

GLS1表达水平, 进而减少α-酮戊二酸进入TCA

通过NF-κB进而降低了代谢基因糖基转运蛋白

循环, 从而减少TCA产生ATP的机会[30]. 这些结

GLUT3表达, 从而在源头上降低了癌细胞利用

果既进一步佐证了肿瘤基因表达异质理论, 也

糖酵解获得ATP的机会, 这可能也是CD133+细

表明癌细胞的代谢模式可能也存在着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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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筛选与大肠癌诊断密切且相关的基因,
本研究对裸鼠成立验证的磁珠筛选的c o l o205
来源的不同细胞群进行表达谱测序分析, 并利

13

用定量PCR技术对随机选取的两个锌指蛋白表
达进行验证, 结果这两个基因的表达变化趋势
与表达谱测序结果一致(如基因p53 在C D133 +/
CD133-分别为2.366和1.61, 在colo205/CD133-分

14

别为2.17和1.6; 基因BCL11A 在CD133+/CD133分别为2.951067和2.25012, 在CD133+/colo205分
别为0.149702和0.25174).

15

总之, 本研究通过对大肠癌colo205细胞株
来源的细胞群癌症代谢差异表达谱分析, 我们
发现CD133+、CD133-及colo205代谢基因及其

16

调控基因表达存在着异质性, 这可能对大肠癌
的分子诊断、治疗靶点的选择和治疗手段的确
定以及预后的判断提供参考[31,32].

17

4

参考文献

18

1

Warburg O. über den Stoffwechsel der Carcinomzelle. Klinische Wochenschrift 1925; 12: 534-536
[DOI.10.1007/BF01726151]
Warburg O. On the origin of cancer cells. Science
1956; 123: 309-314 [PMID: 13298683]
Vander Heiden MG, Cantley LC, Thompson CB.
Understanding the Warburg effect: the metabolic
requirements of cell proliferation. Science 2009;
324: 1029-1033 [PMID: 19460998 DOI: 10.1126/science.1160809]
Cairns RA, Harris IS, Mak TW. Regulation of cancer cell metabolism. Nat Rev Cancer 2011; 11: 85-95
[PMID: 21258394 DOI: 10.1038/nrc2981]
Stratton MR, Campbell PJ, Futreal PA. The cancer
genome. Nature 2009; 458: 719-724 [PMID: 19360079
DOI: 10.1038/nature07943]
Bustamante E, Morris HP, Pedersen PL. Energy
metabolism of tumor cells. Requirement for a form
of hexokinase with a propensity for mitochondrial
binding. J Biol Chem 1981; 256: 8699-8704 [PMID:
7263678]
Ward PS, Thompson CB.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a cancer hallmark even warburg did not anticipate.
Cancer Cell 2012; 21: 297-308 [PMID: 22439925 DOI:
10.1016/j.ccr.2012.02.014]
Yeung SJ, Pan J, Lee MH. Roles of p53, MYC and
HIF-1 in regulating glycolysis - the seventh hallmark of cancer. Cell Mol Life Sci 2008; 65: 3981-3999
[PMID: 18766298 DOI: 10.1007/s00018-008-8224-x]
Soga T. Cancer metabolism: key players in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Cancer Sci 2013; 104: 275-281
[PMID: 23279446]
Longo VD, Fontana L. Calorie restriction and cancer prevention: metabolic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Trends Pharmacol Sci 2010; 31: 89-98 [PMID:
20097433]
项芳芳， 毛高平． 大肠癌与抑癌基因相关性的研究现
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2; 20: 394-398
Maher CA, Kumar-Sinha C, Cao X, Kalyana-Sundaram S, Han B, Jing X, Sam L, Barrette T, Palanisamy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WCJD|www.wjgnet.com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3809

N, Chinnaiyan AM. Transcriptome sequencing
to detect gene fusions in cancer. Nature 2009; 458:
97-101 [PMID: 19136943 DOI: 10.1038/nature07638]
Galli R, Binda E, Orfanelli U, Cipelletti B, Gritti A,
De Vitis S, Fiocco R, Foroni C, Dimeco F, Vescovi A.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umorigenic, stemlike neural precursors from human glioblastoma.
Cancer Res 2004; 64: 7011-7021 [PMID: 15466194]
Yin S, Li J, Hu C, Chen X, Yao M, Yan M, Jiang G,
Ge C, Xie H, Wan D, Yang S, Zheng S, Gu J. CD133
positiv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possess high
capacity for tumorigenicity. Int J Cancer 2007; 120:
1444-1450 [PMID: 17205516]
O'Brien CA, Pollett A, Gallinger S, Dick JE. A human colon cancer cell capable of initiating tumour
growth in immunodeficient mice. Nature 2007; 445:
106-110 [PMID: 17122772]
Willis ND, Przyborski SA, Hutchison CJ, Wilson
RG. Colonic and colorectal cancer stem cells: progress in the search for putative biomarkers. J Anat
2008; 213: 59-65 [PMID: 18638071 DOI: 10.1111/
j.1469-7580.2008.00917.x]
Handra-Luca A, Taconet S. CD133 expression in
colorectal adenomas. J Clin Pathol 2013; 66: 1097-1098
[PMID: 24062358 DOI: 10.1136/jclinpath-2013-201843]
Schmittgen TD, Livak KJ. Analyzing real-time PCR
data by the comparative C(T) method. Nat Protoc
2008; 3: 1101-1108 [PMID: 18546601]
Kim J, DeBerardinis RJ. Cancer. Silencing a metabolic oncogene. Science 2013; 340: 558-559 [PMID:
23641103 DOI: 10.1126/science.1238523]
Iurlaro R, León-Annicchiarico CL, Muñoz-Pinedo
C. Regulation of cancer metabolism by oncogenes
and tumor suppressors. Methods Enzymol 2014; 542:
59-80 [PMID: 24862260 DOI: 10.1016/B978-0-12-416
618-9.00003-0]
Sciacovelli M, Gaude E, Hilvo M, Frezza C. The
metabolic alterations of cancer cells. Methods Enzymol 2014; 542: 1-23 [PMID: 24862258 DOI: 10.1016/
B978-0-12-416618-9.00001-7]
Jang M, Kim SS, Lee J. Cancer cell metabolism:
implications for therapeutic targets. Exp Mol Med
2013; 45: e45 [PMID: 24091747 DOI: 10.1038/
emm.2013.85]
Dória ML, Ribeiro AS, Wang J, Cotrim CZ,
Domingues P, Williams C, Domingues MR, Helguero LA. Fatty acid and phospholipid biosynthetic
pathways are regulated throughout mammary
epithelial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correlate to breast
cancer survival. FASEB J 2014 Jun 26.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24970396]
Chen L, Shi Y, Liu S, Cao Y, Wang X, Tao Y. PKM2:
the thread linking energy metabolism reprogramming with epigenetics in cancer. Int J Mol Sci 2014;
15: 11435-11445 [PMID: 24972138 DOI: 10.3390/
ijms150711435]
Lynam-Lennon N, Maher SG, Maguire A, Phelan
J, Muldoon C, Reynolds JV, O'Sullivan J. Altered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energy metabolism
is associated with a radioresistant phenotype in
oesophageal adenocarcinoma. PLoS One 2014; 9:
e100738 [PMID: 24968221 DOI: 10.1371/journal.
pone.0100738]
Hu ZY, Xiao L, Bode AM, Dong Z, Cao Y. Glycolytic genes in cancer cells are more than glucose metabolic regulators. J Mol Med (Berl) 2014; 92: 837-845

2014-09-08|Volume 22|Issue 25|

3810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27

28

29

30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PMID: 24906457]
Liu S, Yan B, Lai W, Chen L, Xiao D, Xi S, Jiang Y,
Dong X, An J, Chen X, Cao Y, Tao Y. As a novel
p53 direct target, bidirectional gene HspB2/αBcrystallin regulates the ROS level and Warburg effect. Biochim Biophys Acta 2014; 1839: 592-603 [PMID:
24859470 DOI: 10.1016/j.bbagrm.2014.05.017]
Reyes RK, Motiwala T, Jacob ST. Regulation of
glucose metabolism in hepatocarcinogenesis by
microRNAs. Gene Expr 2014; 16: 85-92 [PMID:
24801169 DOI: 10.3727/105221614X1391997690209
3]
Yang C, Jiang L, Zhang H, Shimoda LA, DeBerardinis RJ, Semenza GL. Analysis of hypoxia-induced
metabolic reprogramming. Methods Enzymol 2014;
542: 425-455 [PMID: 24862279 DOI: 10.1016/B978-012-416618-9.00022-4]
Yuneva MO, Fan TW, Allen TD, Higashi RM,
Ferraris DV, Tsukamoto T, Matés JM, Alonso FJ,
Wang C, Seo Y, Chen X, Bishop JM. The metabolic

31

32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profile of tumors depends on both the responsible genetic lesion and tissue type. Cell Metab
2012; 15: 157-170 [PMID: 22326218 DOI: 10.1016/
j.cmet.2011.12.015]
Pate KT, Stringari C, Sprowl-Tanio S, Wang K,
TeSlaa T, Hoverter NP, McQuade MM, Garner C,
Digman MA, Teitell MA, Edwards RA, Gratton
E, Waterman ML. Wnt signaling directs a metabolic program of glycolysis and angiogenesis in
colon cancer. EMBO J 2014; 33: 1454-1473 [PMID:
24825347 DOI: 10.15252/embj.201488598]
Yang L, Moss T, Mangala LS, Marini J, Zhao H,
Wahlig S, Armaiz-Pena G, Jiang D, Achreja A, Win
J, Roopaimoole R, Rodriguez-Aguayo C, MercadoUribe I, Lopez-Berestein G, Liu J, Tsukamoto T,
Sood AK, Ram PT, Nagrath D. Metabolic shifts
toward glutamine regulate tumor growth, invasion and bioenergetics in ovarian cancer. Mol Syst
Biol 2014; 10: 728 [PMID: 24799285 DOI: 10.1002/
msb.20134892]

编辑 郭鹏 电编 都珍珍

WCJD|www.wjgnet.com

2014-09-08|Volume 22|Issue 25|

®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4年9月8日; 22(25): 3811-3814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wcjd@wjgnet.com

临床经验 CLINICAL PRACTICE

计算机辅助色素内镜诊断早期食管癌的价值
叶 武， 刘鹏飞， 曹向明， 沈卫东， 陆小锋， 钱建忠， 徐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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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cted to Lugols staining, and then biopsies were
performed in the lesion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color change of lesions was performed using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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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 total of 135 iodine-unstained lesions were found in 115 patients. Among these,
83 lesions were diagnosed as inflammatory diseases, 52 lesions were diagnosed as carcinoma
diseases. The sensitivities of the main color
parameters G, U and V in the three color space
were 82.7% (43/52), 88.5% (46/52) and 80.8%
(42/52), respectively, and the specificities were
83.1% (69/83), 86.7 (72/83) and 84.3 (70/83).

Computer aided
chromoendoscopy for
diagnosis of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CONCLUSION: Computer aided chromoendoscopy is helpful in determining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sions and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endoscopic biopsy and the diagnosis rate of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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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omputer
aided chromoendoscopy for early esophageal
cancer.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fteen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esophageal diseases were involved in this study. The lesions were first s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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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食管癌为临床常
见的消化系恶性
肿瘤, 早期常无特
异性症状, 易发生
淋巴结转移, 诊断
需依赖内镜检查,
早期诊断是决定
食管癌预后的一
个主要因素. 如何
提高食管早癌的
诊断率, 减轻患者
痛苦并减少治疗
费用, 是目前国内
外研究的热点.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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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ophageal cancer;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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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计算机辅助色素内镜诊断早期食
管癌的价值.
方法: 应用Lugols碘液对115例患者食管的可
疑病灶进行染色后采集图像及取病理, 应用计
算机的颜色定量分析软件对黏膜颜色变化进
行定量分析, 并与病理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 115例患者共发现135个异常染色灶,
其中炎性病变83个, 癌性病变52个. 3种颜色
空间中主要参数G、U、V诊断食管癌的敏
感性分别为82.7%(43/52)、88.5%(46/52)、

■同行评议者

李苏宜, 教授, 主
任医师,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肿
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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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目前诊断食管癌
主要依靠胃镜检
查及病理, 超声
内镜、窄带成像
内镜、自发荧光
内镜、放大内
镜、共聚焦激光
显微内镜等的应
用使早癌的诊断
率有了明显提高,
但由于其价格昂
贵, 目前还很难
推广应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80.8%(42/52), 特异性分别为83.1%(69/83)、
86.7(72/83)、84.3(70/83).
结论: 计算机辅助色素内镜能较好地反映病
灶的病理性质, 能避免术者的主观性, 提高活
检检查的准确性和食管早癌的诊断率.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计算机； 色素内镜； 早期食管癌； 诊断
核心提示： 本文在色素内镜的基础上, 通过计算
机辅助进行颜色的定量分析, 能增强对于病灶识
别的敏感性并减少主观判断的误差, 指导活检组
织的部位, 提高食管癌的早期诊断率, 具有较高
临床的应用价值.
叶武， 刘鹏飞， 曹向明， 沈卫东， 陆小锋， 钱建忠， 徐娟． 计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及颜色定量分析软件(与上海大学通信与信息
工程学院协作).
1.2 方法 在常规胃镜检查完后, 如发现可疑食管
病灶: 如黏膜粗糙感、小片糜烂等, 则退镜至距
门齿约20 cm处, 经胃镜活检孔插入Olympus雾
状喷洒管, 然后由上至下均匀喷洒1.5%Lugols
碘液约10-20 mL, 2-3 min后吸除存留于食管腔
内的碘液. 再至下而上的仔细观察食管黏膜颜
色变化, 正常食管鳞状上皮被染成棕褐色, 不着
色区或淡染区为染色异常黏膜[3]. 在相同的条件
下采集(距离1 cm, 以相同的角度)染色异常及周
边黏膜的图像, 通过颜色定量分析软件, 按牛娜
等 [4]的研究方法分别计算3种颜色空间(RGB、
YUV、HSV)中差异明显的参数G(绿)、U(色度)
及V(亮度)的平均值, 对黏膜颜色变化进行定量

算机辅助色素内镜诊断早期食管癌的价值． 世界华人消

分析. 为避免染色的个体差异等因素对结果的

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１１－３８１４ U R L : h t t p : / / w w w.

影响, 我们用病灶部位的值/周边正常染色部位

wjgnet.com/1009-3079/22/3811.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811

的值(如G/G'、U/U'、V/V'), 以此比值来反映每
个病灶部位的颜色情况. 按牛娜等 [4] 的研究结
果对病灶性质进行判断, G/G'>1.6或U/U'>1.9或

0 引言

V/V'>1.5判断为阳性(癌性病变), 否则为阴性(炎

食管癌为临床常见恶性肿瘤之一, 但早期常无

性病变).

特异性症状, 诊断需依赖内镜检查, 早期诊断是

采集图像后在染色异常黏膜处取3-4块组织

决定食管癌预后的一个主要因素[1]. 随着内镜技

送病理, 送检组织由同一位具有副主任医师职

术的不断提高, 消化系早期肿瘤的诊治有了快

称的病理科医师作出病理诊断. 以病理诊断为

速的发展, 但食管早癌的诊断率仍较低. 目前主

金标准, 判断色素内镜下定量分析色变值诊断

要采用内镜普查加碘染色(又称色素内镜)和活

食管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检来提高食管早癌的诊断率[2]. 但内镜下食管染
色情况的判断易受操作者主观因素的影响, 从

2 结果

而影响活检部位的选择和食管早癌的诊断率.

2.1 病理诊断情况 115例患者共发现135个异常

本研究应用计算机的颜色定量技术, 对东南大

染色灶(图1), 其中炎性病变83个, 癌性病变52个.

学医学院附属江阴医院2010-07/2013-12行食管

2.2 异常染色灶的颜色定量分析 计算机辅助的

色素内镜检查的11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总

色素内镜下, 3种颜色空间中主要参数G、U、

结, 以探讨计算机颜色定量技术在提高色素内

V诊断食管癌的敏感性分别为82.7%(43/52)、

镜对早期食管癌诊断率中的应用价值.

88.5%(46/52)、80.8%(42/52), 特异性分别为

1 材料和方法
■相关报道

Ishihara等报道,
在对食管行碘染
色色素内镜检查
中, 食管黏膜呈粉
红着色变化的部
位进行活检可提
高食管癌诊断的
特异性至95%, 敏
感性为88%. 但对
于粉红色变的判
断常受术者的主
观因素影响.

83.1%(69/83)、86.7(72/83)、84.3(70/83)(表1).

1.1 材料 115例患者包括男83例、女32例, 年龄

3 讨论

32-81岁, 平均年龄62.3岁. 临床表现主要有胸

食管癌是常见的消化系肿瘤, 恶性程度高, 晚期

骨后烧心、咽部异物不适感、早饱、嗳气、

患者手术机会小, 生存率较低, 因此根治的关键

上腹不适、上腹隐痛等. 术前均排除患者有碘

是提高早期诊断率. 但早期食管癌在普通胃镜

过敏史及甲状腺疾病史, 术前患者均签署相关

下表现轻微或无异常表现, 所以普通胃镜检查

知情同意书. Olympus的EVIS-260主机, GIF-

的早期食管癌诊断率较低. 新的内镜技术如: 超

XQ260胃镜, 雾状喷洒管. 1.5%Lugols碘液(12 g

声内镜、窄带成像内镜、自发荧光内镜、放大

碘和24 g碘化钾, 用蒸馏水稀释至1000 m L,

内镜、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等的应用使早癌的

4 ℃冰箱保存, 存放时间不超过1 m o). 计算机

诊断率有了明显提高[5-8]. 但由于其价格昂贵,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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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新盘点

异常染色灶的颜色定量分析结果

病理诊断

在图像颜色显示
与分析中, 任何一
种颜色都可以用
特定的参数模型
进行表达, 计算机
对于颜色的判断
可以做到量化, 不
受主观因素影响.

癌性病变(个) 炎性病变(个)

色素内镜各参数诊断 阳性
Ｇ

４３

１４

４６
４２

１１
１３

Ｇ

９

６９

Ｕ
Ｖ

６
１０

７２
７０

Ｕ
Ｖ
色素内镜各参数诊断 阴性

3813

1
2

图 1 色素内镜下食管情况. １： 不染色区； ２： 周边正常染色区．
Ｇ： 绿色； Ｕ： 色度； Ｖ： 亮度．

得出了G(绿)、U(色度)及V(亮度)是3种颜色空
前还很难推广应用. 我们在目前成熟的色素内

间(RGB、YUV、HSV)中反映病变性质差异明

镜的基础上, 通过计算机辅助进行颜色的定量

显的参数, 并初步统计出相应的参考值. 据此,

分析, 以增强对于病灶识别的敏感性并减少主

我们应用于分析115例患者在色素内镜下共发现

观判断的误差, 指导活检组织的部位, 提高食管

的135个异常染色灶, 发现G、U、V诊断食管癌

癌的早期诊断率.

的敏感性分别为82.7%(43/52)、88.5%(46/52)、

食管色素内镜已应用于食管癌高发区的普

80.8%(42/52), 特异性分别为83.1%(69/83)、

查, 其机制是成熟的非角化食管鳞状上皮含有

86.7(72/83)、84.3(70/83), 较高的敏感性及特异

大量的糖原, 遇碘后呈棕褐色, 当食管癌或炎症

性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如能应用其指导色素内

时胞内糖原含量减少甚至消失, 因此碘染后呈

镜检查, 能避免内镜检查者的主观性, 客观地指

[2,9,10]

[11]

. 日本学者Shimizu等 将

导活检部位, 提高活检检查的准确性和食管早

Lugols碘液染色技术用于诊断食管癌及高级别

癌的诊断率. 以后, 希望通过多中心大样本的研

上皮内瘤变. 但食管上皮癌变或不典型增生、

究进一步验证G、U、V等颜色参数对于不同性

炎症等病变, Lugols碘液均为不染区或淡染区,

质食管病灶的诊断价值, 并整合到胃镜操作系

浅黄色或不染色

[12]

故无特异性. Ishihara等 报道, 在对食管行碘染

统中, 真正应用于临床.

色色素内镜检查中, 食管黏膜呈粉红着色变化
的部位进行活检可提高食管癌诊断的特异性至
95%, 敏感性为88%. 但对于粉红色变的判断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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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对于颜色的判断可以做到量化, 不
受主观因素影响. 在图像颜色显示与分析中, 任
何一种颜色都可以用特定的参数模型进行表
达[13,14], 常用的3种颜色空间包括RGB、YUV、
HSV. RGB即红(R)、绿(G)、蓝(B)三原色. YUV
是一种非线性亮度和色度的色彩空间. 其中, Y
分量显示亮度特征, 另外两个相互独立的分量
U和V显示色度特征[15]. HSV是RGB的非线性转
换模型, 是基于色相、饱和度和亮度3个基本特
征来定义的颜色模型. 色相(H)是色彩的基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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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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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也就是颜色的名称, 比如: 黄色、红色. 饱和
度(S)是色彩的纯度. 值越高表示颜色越纯; 亮度
(V)是色彩的明暗程度[16].
[4]

牛娜等 通过计算机对已知食管癌性病变
及炎性病变在色素内镜下色变数据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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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应用计算机定量
分析来指导色素
内镜检查, 能避免
内镜检查者的主
观性, 客观地指导
活检部位, 提高活
检检查的准确性
和食管早癌的诊
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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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初步探讨了
计算机定量分析
色素内镜下图像
来诊断食管癌的
价值, 如能把计算
机分析软件整合
到胃镜操作系统
中, 不失为一个提
高食管早癌诊断
率且能广泛推广
应用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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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世界胃肠病学杂志 ( 英文版 )》
影响因子 0.873
本刊讯 一年一度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12-12-07由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在北京发布.《中
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统计显示, 2011年《世界胃肠病学杂志(英文版)》总被引频次6 979次, 影响因
子0.873, 综合评价总分88.5分, 分别位居内科学类52种期刊的第1位、第3位、第1位, 分别位居1998种中国科技
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第11位、第156位、第18位; 其他指标: 即年指标0.219, 他引率0.89, 引
用刊数619种, 扩散因子8.84, 权威因子2 144.57, 被引半衰期4.7, 来源文献量758, 文献选出率0.94, 地区分布数
26, 机构分布数1, 基金论文比0.45, 海外论文比0.71.
经过多项学术指标综合评定及同行专家评议推荐,《世界胃肠病学杂志(英文版)》再度被收录为“中国科
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根据2011年度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 2011）统计
结果,《世界胃肠病学杂志（英文版）》荣获2011年“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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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CLINICAL PRACTICE

N0期胸段食管癌患者肿瘤长度、直径、体积对其放射治
疗后生存状况的影响
张如楠， 武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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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 3 cm group
(16.00% vs 39.47%, 20.00% vs 47.37%). The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and 5-year survival rate in the tumor
volume ≥ 35 cm3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 35 cm3 group (14.58% vs 40.00%, 20.83% vs
45.00%). Cox risk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tumor length and diameter were risk factors affecting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stage N0 thoracic esophageal cancer.

Effect of tumor length,
diameter and volume on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stage
N0 thoracic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radiation therapy

CONCLUSION: GTV length, diameter and volume can affect survival in patients stage with N0
thoracic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radiotherapy,
and tumor length and diameter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urvival of the patients.

Ru-Nan Zhang, Li-Ping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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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近年食管癌呈上
升趋势, 三维适形
放疗是近年新发
展的放疗技术, 由
于其可提高放疗
靶区剂量, 并能降
低放射性损伤, 降
低危及器官照射
剂量,因此近年被
广泛应用在肿瘤
治疗中, 尽管如
此, 临床上应用单
纯放疗的食管癌
患者5年生存率仅
为10%-20%.对影
响放疗失败的原
因进行分析对延
长食管癌放疗后
生存期具有重要
的意义.

Key Words: Esophageal cancer; Dimensional conformal radiotherapy; Living conditions
Zhang RN, Wu LP. Effect of tumor length, diameter and
volume on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stage N0 thoracic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radiation therapy.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4; 22(25): 3815-3820 URL: http://
www.wjgnet.com/1009-3079/22/3815.asp DOI: http://
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15

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tumor length,
diameter and volume on the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stage N0 thoracic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radiation therapy.
METHODS: Eighty-eight patients with stage N0
thoracic esophageal cancer who received radiation therapy from January 2007 to December
2008 at our hospital were included. The effect of
the length, diameter and volume of gross tumor
volume (GTV) on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survival after radiation therapy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and 5-year
survival rate were lower in the GTV length ≥ 5 cm
group than in the < 5 cm group (14.29% vs 36.96%,
19.05% vs 43.48%). The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and
5-year survival rate in the GTV diameter > 3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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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N0期胸段食管癌患者肿瘤长度、
直径、体积对其放射治疗后近远期生存状况
的影响.
方法: 选取2007-01/2008-12河南省新乡市中
心医院放疗科收治的88例N0期胸段食管癌患
者为研究对象, 分析患者原发肿瘤靶区(gross
tumor volume, GTV)长度、直径、体积对其放
疗后近远期生存状况的影响.
结果: G T V长度≥5 c m组甲级率与5年生
存率分别为14.29%、19.05%低于<5 c m组
36.96%、43.48%, 肿瘤最大直径>3 cm组甲级
率为16.00%, 5年生存率为20.00%, 均低于直
径≤3 cm组39.47%、47.37%, 肿瘤体积≥35

■同行评议者

陈洪, 主任医师,
副教授, 硕士研究
生导师,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消
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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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三维适形放疗是
近年新发展的放
疗技术, 由于其可
提高放疗靶区剂
量, 并能降低放射
性损伤, 降低危及
器官照射剂量, 因
此近年被广泛应
用在肿瘤治疗中,
其在食管癌中的
应用也获得一定
的效果, 对影响三
维适形放疗进行
分析将有助于提
高三维适形放疗
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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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3组甲级率为14.58%, 5年生存率为20.83%,
均低于直径<35 c m 3组40.00%、45.00%. 经
Cox风险模型分析可知, 肿瘤长度、直径是影
响患者近期及远期疗效的危险因素.

心医院放疗科收治的胸段食管癌患者为研究对

结论: GTV长度、直径、体积可影响N0期胸
段食管癌患者放疗后近期疗效及远期生存率,
其中肿瘤长度及直径是影响患者近期疗效及
远期生存状况的独立危险因素.

raphy, CT)诊断患者无纵膈淋巴结转移; (4)无颈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食管癌； 三维适形放疗； 生存状况
核心提示： 三维适形放疗目前已经成为食管癌主
要放疗方式. 但单纯放疗的食管癌患者5年生存
率较低. 对影响放疗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对提高
食管癌放疗后生存期具有重要的意义. N0期胸段
食管癌为食管癌早期, 患者对放疗较敏感, 放疗
治疗效果理想, 对影响该时期患者放疗效果的相
关因素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提高该时期患者远期
生存率.

象, 入组标准: (1)年龄≤80岁; (2)经病理组织诊
断确诊为食管鳞状细胞癌; (3)均为T1-4N0M0
期患者; (3)经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部淋巴结、腹部及脏器转移; (5)KPS评分不低
于70分; (6)均行三维适形放疗, 剂量>54 Gy; (7)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同时排除肝肾功能不
全、合并内科疾病、合并食管穿孔、出血及
既往肿瘤病史患者. 符合上述纳入标准的食管
癌患者有88例, 其中男性55例, 女性33例, 年龄
42-78岁, 中位年龄60岁. 病灶位置: 位于食管上
段35例, 中段28例, 下段25例. 参照《非手术治
疗食管癌临床分期标准》其中Ⅰ期34例, Ⅱ期
28例, Ⅲ期26例. 患者原发肿瘤靶区(gross tumor
volume, GTV)长度为2.1-13.2 cm, 中位数为5.8
cm, 最大直径为1.8-5.8 cm, 中位数为3.4 cm, 体
积为7.45-145.5 cm3, 中位数为34.85 cm3.
1.2 方法

张如楠， 武莉萍． Ｎ０期胸段食管癌患者肿瘤长度、直径、

1.2.1 放疗: (1)定位与靶区勾勒: 患者取仰卧位,

体积对其放射治疗后生存状况的影响． 世界华人消化杂

双手交叉置于前额, 采用体位固定架及真空垫

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１５－３８２０ URL: http://www.wjgnet.

固定身体. 采用螺旋CT模拟定位, 层厚5 mm, 平

com/1009-3079/22/3815.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815

静呼吸, 激光定位确定扫描范围, 从颈下部扫描
至下腹部. 由2名主治医师根据CT定位图像及食

0 引言
食管癌是我国常见的消化系恶性肿瘤, 患者预后
较差, 5年生存率仅为10%-30%[1]. 手术与放疗是
目前治疗食管癌的主要手段. 近年随着放疗技术
的发展, 三维适形放疗由于可提高放疗靶区剂
量, 并能降低放射性损伤, 降低危及器官照射剂
量, 因此目前已经成为食管癌主要放疗方式[2]. 尽
■相关报道

Jiang等研究指出,
食管癌病灶长度
与临床分期呈正
比, 肿瘤长度越长
的患者临床分期
越高. Wu等对食
管癌病灶长度与
淋巴结转移的关
系进行研究, 结果
显示肿瘤病变长
度较浸润深度更
容易引起淋巴结
转移, 从而提示肿
瘤长度可增加淋
巴结转移发生率.
因此临床对食管
癌患者进行放疗
时应充分考虑肿
瘤长度对放疗敏
感性的影响.

管如此, 临床上应用单纯放疗的食管癌患者5年
生存率均为10%-20%[3]. 相关研究指出[4], 影响放
疗失败的原因与局部病灶未能有效控制或复发
有关, 因此控制病灶转移及复发对延长食管癌放
疗后生存期具有重要的意义. N0期胸段食管癌为
食管癌早期, 患者对放疗较敏感, 放疗治疗效果
理想, 对影响该时期患者放疗效果的相关因素进
行分析将有助于提高该时期患者远期生存率. 本
研究将对影响N0期胸段食管癌患者放疗后近远

管癌造影图像勾画GTV; (2)测量: GTV长度参考
CT及食管造影所示的病变长度; GTV最大直径
由系统标尺测得(即食管腔隙层面-食管腔直径);
GTV体积由系统自动测出(即食管腔隙层面-食
管腔体积); (3)治案: 患者均应用BJ-6M-400直线
加速器行三维适形放疗, 剂量为1.8-2.0 Gy/次, 5
次/wk, 中位剂量为62 Gy, 总剂量为56-70 Gy.
1.2.2 疗效评价: (1)近期疗效: 参照万钧教授提出
食管癌放疗治疗近期疗效诊断标准进行评价[5],
甲级(complete remission, CR): 病灶完全消失,
食管造影显示食管边缘光滑, 钡剂可顺利通过,
但管壁稍微强直, 食管壁稍狭窄或无狭窄, 黏膜
增粗或基本恢复正常; 乙级(part remission, PR):
患者病灶大部分消失, 食管无明显成角或扭曲,
钡剂通过较顺畅, 但食管边缘欠光滑, 有较小的
充盈缺损, 尽管食管壁边缘较光滑, 但食管腔出

期生存状况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旨在为食管癌

现明显狭窄; 丙级(no remission, NR): 病灶无明

临床放疗提供指导.

显好转, 食管造影显示食管仍出现缺损或有阴
影, 食管狭窄加重. 总有效率 = (甲级例数+乙级

1 材料和方法

例数)/总例数×100%; (2)远期疗效: 对患者随访

1.1 材料 选取2007-01/2008-12河南省新乡市中

6-70 mo, 平均随访时间为9.65 mo±1.58 mo,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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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影响食管癌患者近期疗效的相关因素分析 n (%)

表 1

2

χ值

P值

０．４７５

０．４９１

n

甲级率

男

５５

１３（２３．６４）

３７（６７．２７）

女

３３

１０（３０．３０）

２０（６０．６１）

＜６０

４２

１１（２６．１９）

≥６０

４６

１２（２６．０９）

影响因素
性别

年龄（岁）

０．００１

病灶位置

总有效率

０．９９１

３５

８（２２．８６）

２５（７１．４３）

中段

２８

８（２８．５７）

１７（６０．７１）

下段

２５

７（２８．００）
０．０２７

Ⅰ期

３４

１３（３８．２４）

３０（８８．２４）

Ⅱ期

２８

８（２８．５７）

１８（６４．２９）

Ⅲ期

２６

２（７．６９）
１５（３９．４７）

＞３

５０

８（１６．００）

肿瘤长度（ｃｍ）
４６

１７（３６．９６）

≥５

４２

６（１４．２９）

肿瘤体积（ｃｍ３）

０．００８

０．９２７

１．１３１

０．５６８

１８．５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

１１．０７４

０．００１

２０．７８７

０．０００

１６．６０１

０．０００

３２（８４．２１）
２５（５０．００）
５．８４５

＜５

０．５２６

９（３４．６２）
６．１６３

３８

０．４０２

以往研究主要针
对食管癌N0期以
上的患者放疗失
败的原因进行分
析, 本研究将对影
响N0期胸段食管
癌患者放疗后近
远期生存状况的
相关因素进行分
析, 旨在为食管癌
的临床放疗提供
指导.

１５（６０．００）
７．２４６

≤３

P值

３０（６５．２２）
０．８５

上段

肿瘤直径（ｃｍ）

2

χ值

２７（６４．２９）
０．３２６

临床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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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６
４０（８６．９６）
１７（４０．４８）

７．３０１

０．００７

＜３５

４０

１６（４０．００）

３５（８７．５０）

≥３５

４８

７（１４．５８）

２２（４５．８３）

患者死亡或失访为随访终点, 观察患者5年存活

2.3 影响食管癌患者远期生存率的相关因素 与

率.

GTV长度<5 cm组相比, 长度≥5 cm组5年生存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统计

率较低, 与直径≤3 cm组相比, 直径>3 cm组5年

学分析, 组间计数资料率采用χ 检验, 对影响食

生存率较低, 与肿瘤体积<35 cm3组相比, 肿瘤

管癌放疗后近期疗效及远期生存状况的相关因

≥35 cm3组5年生存率较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素行单因素分析, 采用Cox回归模型评估患者预

(P <0.05). 与Ⅰ-Ⅱ期相比, Ⅲ期患者5年生存率较

后,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低, 近期疗效为丙级的患者5年生存率较低(表3).

2

经Cox风险模型分析可知, 肿瘤长度、直径是影
2 结果

响患者远期生存率的危险因素(表4).

2.1 患者近期疗效及远期生存状况 88例N0期
胸段食管癌患者甲级率26.14%(23/88), 乙级率

3 讨论

38.64%(34/88), 丙级率35.23%(31/88), 总有效

食管癌侵袭能力较强, 患者预后效果较差, 5年

率64.77%(57/88). 对患者随访5年, 生存率为

生存率为10%-30%. 研究指出[6], 患者局部病灶

31.82%(28/88), 平均中位生存时间2.8年.

未得到有效控制或复发是影响患者放疗效果的

2.2 影响食管癌患者近期疗效的相关因素 与

主要因素. 三维适形放疗是目前治疗食管癌的

GTV长度<5 cm组相比, 长度≥5 cm组甲级率较

有效方法, 但其具备一定的不良反应. 一定放疗

低, 与直径≤3 cm组相比, 直径>3 cm组甲级率较

照射剂量能有效杀灭肿瘤细胞, 但重复相同剂

3

3

低, 与肿瘤体积<35 cm 组相比, 体积≥35 cm 组

量照射时, 射线在杀灭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杀

甲级率较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与Ⅰ-

灭正常细胞. Liu等[7]研究指出, 当机体中肿瘤细

Ⅱ期相比, Ⅲ期患者甲级率较低(表1). 经Cox风

胞数量<109时, 对患者应用放疗治疗可有效达到

险模型分析可知, 肿瘤长度、直径是影响患者

临床治愈率, 但当肿瘤细胞数量超过1012时, 应

近期疗效的危险因素(表2).

用常规剂量的放疗则无法完全杀灭肿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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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期胸段食管癌
为食管癌早期, 患
者对放疗较敏感,
放疗治疗效果理
想, 对影响该时期
患者放疗效果的
相关因素进行分
析将有助于提高
该时期患者远期
生存率. 本研究将
对影响N0期胸段
食管癌患者放疗
后近远期生存状
况的相关因素进
行分析, 旨在为食
管癌临床放疗提
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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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系数

S.E

Wald

OR(95%CI)

P值

肿瘤直径

１．３２５

０．８８５

５．１２３

４．９８６（１．２３２－７．０２５）

０．０００

肿瘤长度

１．３２１

０．９０２

６．１２５

４．２２３（１．２６９－６．４２５）

０．０００

肿瘤体积

０．８５６

０．４５２

２．０２１

１．７２１（１．３２６－４．９８６）

０．１１５

临床分期

０．４２３

０．３９６

１．４４５

１．４１２（１．０２３－３．８５６）

０．１４２

影响食管癌患者远期疗效的相关因素分析

n

5年生存(n )

生存率(%)

男

５５

１８

３２．７３

女

３３

１０

３０．３０

＜６０

４２

１４

３３．３３

≥６０

４６

１４

３０．４３

上段

３５

１０

２８．５７

中段

２８

９

３２．１４

下段

２５

９

３６．００

Ⅰ期

３４

１８

５２．９４

Ⅱ期

２８

８

２８．５７

Ⅲ期

２６

２

７．６９

≤３

３８

１８

４７．３７

＞３

５０

１０

２０．００

＜５

４６

２０

４３．４８

≥５

４２

８

１９．０５

＜３５

４０

１８

４５．００

≥３５

４８

１０

２０．８３

甲级

２３

１５

６５．２２

乙级

３４

１０

２９．４１

丙级

３１

３

９．６８

影响因素

2

性别

年龄（岁）

病灶位置

临床分期

肿瘤直径（ｃｍ）

肿瘤长度（ｃｍ）

肿瘤体积（ｃｍ３）

近期疗效

表 4

第２５期

影响食管癌患者近期疗效的Cox风险模型分析

变量

表 3

第２２卷

χ值

P值

０．５６０

０．８１３

０．０８５

０．７７１

０．３７３

０．８３０

１４．１０５

０．００１

７．４５５

０．００６

６．０４０

０．０１４

５．８７４

０．０１５

１８．９９２

０．０００

影响食管癌患者远期疗效的Cox风险模型分析

回归系数

S.E

Wald

OR(95%CI)

P值

肿瘤直径

０．５４５

０．７４５

５．８５２

３．１２１（１．００２－６．１２５）

０．００２

肿瘤长度

０．５７８

０．７１２

４．９８７

２．９６３（０．９８６－５．１２２）

０．００７

肿瘤体积

０．１８５

０．６８５

２．０２１

１．７２１（１．３２６－４．９８６）

０．０８７

临床分期

０．１４５

０．４２２

１．２７８

１．４１２（１．０２３－３．８５６）

０．０９２

近期疗效

０．１２１

０．３１２

０．８４２

１．１１２（０．８６９－３．１１２）

０．１１２

变量

而存活的肿瘤细胞则会继续生长、分化并最终

其肿瘤细胞数量较多, 所需的放疗剂量较大, 从

发生转移, 从而导致放疗失败. 病灶较大的患者

而影响放疗效果. 加之肿瘤中心血供受其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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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体积越大的肿瘤血供越差, 导致肿瘤中心

瘤宽度也是影响食管癌患者近期疗效及远期生

细胞产生耐氧功能, 从而增加肿瘤细胞放疗抗

存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尽管临床分期越高的患

拒性及浸润性[8]. 苏娜等[9]研究也表明, 体积较大

者其近期疗效及远期生存状况较差, 但其非影

的肿瘤由于癌细胞及耐氧细胞数量较多, 因此

响食管癌患者放疗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 这可

其对放疗敏感性较低, 患者放疗后容易出现局

能与TNM分期中包含了肿瘤宽度这一影响因素,

部未控制或复发, 从而影响放疗效果, 进而影响

使得两者对食管癌的预后评估出现叠加有关.

患者生存期限.

总之, 肿瘤长度及直径是影响患者近期疗效

目前临床上已有不少研究显示肿瘤体积对

及远期生存状况的独立危险因素, 临床对食管

鼻咽癌、膀胱癌、脉络黑色素瘤等患者预后有

癌患者进行放疗时应充分考虑肿瘤长度及宽度

明显的影响, 肿瘤体积可作为患者预后的评价

对放疗敏感性的影响.

[10]

指标. Yu等 认为肿瘤体积较T期更能准确性预
测肿瘤患者生存期. Suh等[11]研究指出, 肿瘤体积
可作为放疗效果的特定预测值, 其与临床分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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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G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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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来确定, 包括各
种诊断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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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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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ze the short-term efficacy of
Ivor-Lewis esophagectomy and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lower esophageal cancer.
METHODS: Sixty-eight patients with lower
esophageal cancer admitted to our department
were prospective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n observation group (undergoing Ivor-Lewis
surgery) and a control group (undergoing oneincision esophagectomy via the left thoracic approach), with 34 cases in each group. Surgeryrelated indicators,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at 3 and 6 mo postoperativel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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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operative time (257.8 min ± 43.2
min vs 210.7 min ± 48.2 min), blood loss (223.9
mL ± 57.2 mL vs 187.4 mL ± 51.8 mL), number
of dissected lymph nodes (16.0 ± 3.5 vs 11.5 ±
3.0) and rate of 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 injury
(17.65% vs 2.94%)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 <
0.05 or P < 0.01).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21.9
d ± 4.0 d vs 26.7 d ± 4.8 d) and the rates of lung
infections (5.88% vs 11.76%), gastric retention
(5.88% vs 29.41%), cardiac arrhythmias (2.94%
vs 8.82%), anastomotic fistula (2.94% vs 11.76%),
empyema (2.94% vs 26.47%) and respiratory
failu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or P < 0.01).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physiological function scores at 3 and 6 mo (69.5
± 11.0 vs 57.3 ± 11.6; 79.4 ± 12.6 vs 61.3 ± 12.7),
physiological role scores (69.1 ± 13.6 vs 55.9 ±
13.6, 83.5 ± 11.6 vs 64.7 ± 11.6) and emotion role
scores (71.3 ± 15.3 vs 55.4 ± 15.1, 84.2 ± 13.4 vs
65.2 ± 13.1)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or P < 0.01).

■背景资料

食管癌属于常见
消化系恶性肿瘤
之一, 其发病率在
肿瘤中列第5位,
死亡率高, 且预后
较差, 随着近年来
生活习惯的不断
变迁, 本病的发病
呈现年轻化的趋
势, 就发病类型而
言, 本病地域差异
较明显, 在我国以
鳞癌为主, 多发
于胸中段和下段
食管, 目前临床治
疗以手术干预为
主, 常用的术式有
Ivor-Lewis手术、
左胸一切口术, 然
而, 何种术式的疗
效更佳, 尚无定论.

CONCLUSION: Ivor-Lewis surgery for lower
esophageal cancer is associated with more
effective dissection of lymph nodes, more
rapid postoperative recovery, less postoperative cardiopulmonary complications and better quality of life better compared with oneincision esophagectomy via the left thoracic
approach.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Esophageal cancer; The lower segment; Ivor-Lewis esophagectomy; One-incision
esophagectomy via the left thoracic approach; Efficacy;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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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南阳市中
心医院通过对收
治的食管中下段
癌患者分别予以
Ivor-Lewis手术、
左胸一切口手术
两种术式, 以观察
患者的近期疗效
及评价生活质量,
以期探索有效的
治疗措施, 裨益于
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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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析Ivor-Lewis治疗对食管中下段癌的
近期疗效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效果.

核心提示： 食管癌中下段的手术治疗中, 经左胸
一切口具有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等优势, 但
Ivor-Lewis由于可有效进行淋巴清扫, 故而更有益
于患者术后恢复.

方法: 将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胸外科收治
的68例食管中下段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按
照临床前瞻性原则, 结合患者意愿, 分为两组,
即: Ivor-Lewis手术治疗组(简称观察组), 与左
胸一切口手术治疗组(简称对照组), 每组各34
例, 观察两组患者的手术相关指标、并发症
发生情况以及随访3、6 mo评价生活质量.

段东奎， 苏鹏飞， 李伟， 金哲． Ｉｖｏｒ－Ｌｅｗｉｓ治疗对中下段食管癌的
近期疗效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２１－３８２５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821.

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21

0 引言
食管癌属于常见消化系恶性肿瘤之一, 其发病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257.8 m i n
±43.2 m i n), 术中出血量(223.9 m L±57.2
m L)、淋巴结清扫数目(16.0个±3.5个)及喉
返神经损伤(17.65%)、胃潴留(8.82%), 与对
照组手术时间(210.7 min±48.2 min), 术中出
血量(187.4 m L±51.8 m L)、淋巴结清扫数
目(11.5个±3.0个)及喉返神经损伤(2.94%)、
胃潴留(2.94%)比较, 均增加明显, 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0.05, P <0.01); 观察组住院时
间(21.9 d±4.0 d)以及肺部感染(5.88%)、心
律失常(5.88%)、吻合口瘘(2.94%)、脓胸
(2.94%)、呼吸衰竭(2.94%), 与对照组住院
时间(26.7 d±4.8 d)以及肺部感染(11.76%)、
心律失常(29.41%)、吻合口瘘(8.82%)、
脓胸(11.76%)、呼吸衰竭(26.47%)比较, 均
降 低 明 显 ,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 0 . 0 5 ,
P <0.01). 两组患者均无失访现象, 观察组随
访3 mo生活质量指标生理机能(physiological
f u n c t i o n, P F)(69.5分±11.0分)、生理职能
(physiological role, RP)(69.1分±13.6分)、情
感职能(emotion role, RE)(71.3分±15.3分), 随
访6 mo生活质量指标PF(79.4分±12.6分)、
R P(83.5分±11.6分)、R E(84.2分±13.4分),
与对照组随访3 mo生活质量指标PF(57.3分±
11.6分)、RP(55.9分±13.6分)、RE(55.4分±
15.1分), 随访6 mo生活质量指标PF(61.3分±
12.7分)、RP(64.7分±11.6分)、RE(65.2分±
13.1分)比较, 均升高明显,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P <0.01).
结论: Ivor-Lewis手术治疗食管癌中下段, 可有
效进行淋巴清扫, 有助于患者术后恢复, 术后
心肺的并发症较少, 且生活质量改善较佳, 具
有临床推广价值.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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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肿瘤中列第5位, 死亡率高, 且预后较差 [1],
随着近年来生活习惯的不断变迁, 本病的发病
呈现年轻化的趋势[2], 就发病类型而言, 本病地
域差异较明显, 在我国以鳞癌为主, 多发于胸中
段和下段食管, 目前临床治疗以手术干预为主,
常用的术式有Ivor-Lewis手术、左胸一切口术[3],
然而, 何种术式的疗效更佳, 尚无定论, 故而南
阳市中心医院通过对收治的食管中下段癌患者
分别予以上述两种术式, 以观察患者的近期疗
效及评价生活质量, 以期探索有效的治疗措施,
裨益于临床实践.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将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胸外科201107/2013-07收治的68例食管中下段癌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 纳入研究. 纳入标准: (1)年龄: 18-75
岁; (2)经临床及病理诊断确诊为中下段食管癌
者, 且临床分期Ⅰ-Ⅲ期; (3)符合手术适应症; (4)
患者意识清楚, 知晓研究内容, 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1)有其他恶性肿瘤者; (2)有其他严重
食管病变者; (3)精神疾患者; (4)病历资料不全
者. 按照临床前瞻性原则, 结合患者意愿, 将其
分为两组, 即: Ivor-Lewis手术治疗组(简称观察
组), 与左胸一切口手术治疗组(简称对照组), 每
组各34例. 观察组患者中男22例, 女12例; 年龄:
27-74岁, 平均52.1岁±1.9岁; 病程: 0.7-5年, 平均
1.6年±0.3年; 病灶大小: 2-8 cm, 平均2.9 cm±
0.5 cm; TNM分期: Ⅰ期10例, Ⅱ期18例, Ⅲ期6
例; 分化程度: 高分化程度7例, 中分化程度19例,
低分化程度8例. 对照组患者中男20例, 女14例;
年龄: 26-75岁, 平均53.2岁±1.8岁; 病程: 0.5-5.0
年, 平均1.9年±0.4年; 病灶大小: 3-8 cm,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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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n = 34, mean±SD)

表 1

分组

手术时间(min)

术中出血量(mL)

淋巴结清扫数目(枚)

带鼻胃管时间(d)

住院时间(d)

观察组

２５７．８±４３．２

２２３．９±５７．２

１６．０±３．５

６．４±１．５

２１．９±４．０

对照组

２１０．７±４８．２ａ

１８７．４±５１．８ａ

１１．５±３．０ａ

６．９±１．７

２６．７±４．８ａ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n = 34, n (%)]

分组

肺部感染

胃潴留

心律失常

3823

切口感染 喉返神经损伤 吻合口瘘

脓胸

乳糜胸

呼吸衰竭

观察组

２（５．８８）

３（８．８２）

２（５．８８）

１（２．９４）

６（１７．６５）

１（２．９４）

１（２．９４）

２（５．８８）

１（２．９４）

对照组

４（１１．７６）ａ

１（２．９４）ａ

１０（２９．４１）ｂ

１（２．９４）

１（２．９４）ｂ

３（８．８２）ａ

４（１１．７６）ａ

４（１１．７６）ａ

９（２６．４７）ｂ

在食管癌中下段
的 治 疗 中 , I v o rLewis和经左胸一
切口手术均为有
效的治疗措施, 但
相 较 而 言 , I v o rLewis手术治疗食
管癌中下段, 可有
效进行淋巴清扫,
有助于患者术后
恢复, 术后心肺的
并发症较少, 而且
生活质量改善较
佳, 具有临床推广
价值.

ａ

Ｐ ＜０．０５， ｂＰ ＜０．０１ ｖｓ 对照组．

2.7 cm±0.6 cm; TNM分期: Ⅰ期10例, Ⅱ期16例,

验, 计数资料采用mean±SD表示, 设定α = 0.05,

Ⅲ期8例; 分化程度: 高分化程度8例, 中分化程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度18例, 低分化程度8例.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
龄、病程等基线资料, 经统计学分析, 无差异性,

2 结果

具有较好可比性.

2.1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

1.2 方法

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淋巴结

1.2.1 手术: 观察组: 摆体位为仰卧, 于上腹部正

清扫数目增加明显, 住院时间减少明显, 差异具

中行切口, 以便于游离胃, 进而将贲门、部分胃

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底、胃小弯及小弯侧脂肪组织进行切除, 自制

2.2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 观

管状胃, 使其内径约为4 cm, 清扫相关部位, 扩

察组患者肺部感染、胃潴留、心律失常、吻合

大食管裂孔, 游离下段食管, 而后将体位换做左

口瘘、脓胸以及呼吸衰竭的发生率降低明显,

侧卧位, 自右胸后外侧第5肋间进入, 根据肿瘤

而喉返神经损伤则升高明显, 差异具有统计学

侵袭情况, 决定是否断奇静脉, 在肿瘤上缘处切

意义(P <0.05, P <0.01)(表2).

[4]

断食管, 清扫附近组织 , 采用吻合器高位吻合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价 两组患者均无失访

右侧胸内, 闭合器闭合胃残端. 对照组: 摆体位

现象, 随访3、6 mo观察组的生活质量指标PF、

为右侧卧位, 自患者的左侧后外侧切口经第6肋

RP、RE得分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

间进入, 以游离食管, 将其置于至主动脉弓以上,

学意义(P <0.01)(表3).

清扫附近组织及器官, 在肿瘤上缘处切断食管
及胃组织, 自制管状胃, 将其与颈段食管位于主

3 讨论

动脉弓上吻合[5].

3.1 两种术式手术相关指标的意义 食管癌预后

1.2.2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

较差, 且属于肿瘤中侵袭性较强, 且转移率较高

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带鼻胃管时间以及

的恶性疾患之一 [6] , 目前临床以手术根除为其

住院时间. 记录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主要治疗措施, 近年来随着微创技术的不断发

1.2.3 随访: 患者出院后, 对其进行随访观察, 1次/

展, 食管癌的微创手术亦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7],

3 mo, 主要通过电话以及门诊随访进行, 采用健

但何种术式治疗为佳, 尚无定论, 故而本课题组

康测量量表(SF-36)进行生理机能(physiological

通过将临床中应用最多的两种术式, 根据患者

function, PF)、生理职能(physiological role, RP)、

的意愿分别应用于中下段食管癌患者的治疗之

情感职能(emotion role, RE)的评定.

中, 结果发现, 与对照组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手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所有数据均采用
2

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 计量资料采用χ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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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表 3

本研究设计合理,
方法科学, 结果可
靠, 结论有较好的
参考价值.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分, mean±SD)

分组

随访3 mo

随访6 mo

PF

RP

RE

PF

RP

RE

观察组

６９．５±１１．０

６９．１±１３．６

７１．３±１５．３

７９．４±１２．６

８３．５±１１．６

８４．２±１３．４

对照组

５７．３±１１．６ｂ

５５．９±１３．６ｂ

５５．４±１５．１ｂ

６１．３±１２．７ｂ

６４．７±１１．６ｂ

６５．２±１３．１ｂ

ｂ

Ｐ ＜０．０１ ｖｓ 对照组． ＰＦ： 生理机能； ＲＰ： 生理职能； ＲＥ： 情感职能．

(P <0.05). 这可能是由于Ivor-Lewis手术中, 需要

定, 结果发现: 随访3、6 mo观察组的生活质量

改变患者的体位, 以至于手术时间延长而术中

指标PF、RP、RE得分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

出血量增加, 但该术式对于淋巴结清扫效果较

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1). 这可能与Ivor-Lewis术

佳 [8], 已有研究表明 [9], 食管癌复发转移的常见

式的术后并发症较少, 恢复较快有关.

区域为胸部中上段纵隔淋巴结, 故而淋巴结清

总之, 在食管癌中下段的治疗中, Ivor-Lewis

扫程度是影响食管癌手术预后效果的关键因素,

和经左胸一切口手术均为有效的治疗措施, 但

同时, 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两侧胸部的解剖结构

相较而言, Ivor-Lewis手术治疗食管癌中下段, 可

上具有差异性, 故对于手术方式的选择对于淋

有效进行淋巴清扫, 有助于患者术后恢复, 术后

巴结清扫的彻底程度具有较大影响, Ivor-Lewis

心肺的并发症较少, 且生活质量改善较佳, 具有

可较好的清扫胸部右侧及腹部的淋巴结, 而左

临床推广价值.

胸一切口术式由于对主动脉弓上食管暴露较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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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和胃汤联合健胃消食口服液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
120例
郭淑云， 曾震军

■背景资料

功能性消化不良
(functional dyspepsia, FD)是消
化内科常见病、
多发病, 部分患者
西药治疗效果欠
佳, 且停药后易于
复发, 严重影响患
者工作、生活、
学习, 本文拟探讨
一简便且经济有
效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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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sses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Jianpi
Hewei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Jianwei Xiaoshi
oral liquid for functional dyspepsia (FD).

■同行评议者

马欣, 主任医师,
甘肃省人民医院
消化科; 袁建业,
副研究员, 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龙
华医院/脾胃病研
究所; 冯志杰, 主
任医师, 河北医科
大学第二医院消
化内科; 李勇, 副
教授, 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市中医
医院消化科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eighty patients
with F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treatment group (n = 120) and a
control group (n = 60).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given Jianpi Hewei decoction,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additionally given Jianwei Xiaoshi oral liquid. After 3 wk of treatment, the therapeutic effect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WCJD|www.wjgnet.com

in the control group (93.3% vs 83.3%, P < 0.05).
The total symptom score improvement was
also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cores
of abdominal distention, anorexia, indigestion,
fatigue and other symptom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both groups (P < 0.05), and the
decrease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treatment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Jianpi Hewei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Jianwei Xiaoshi oral liquid has a
significant curative effect on FD.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Jianwei Xiaoshi oral liquid; Functional
dyspepsia;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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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健脾和胃汤加味联合健胃消食口
服液治疗脾胃气虚、饮食停滞证功能性消化
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的临床疗效.
方法: 将180例符合病例入选标准的FD患者按
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治疗组120例、对照组60
例. 两组患者均给予健脾和胃汤加味治疗, 治
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健胃消食口服液, 两组均
以3 wk为1疗程, 治疗1个疗程后评价疗效.
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3.3%, 优于对照组
83.3%(P <0.05); 治疗组中医症候总积分改善
优于对照组(P <0.05); 脘腹胀满、纳差食少、
食后不易消化、疲乏无力等临床症状积分明
显降低(P <0.05), 且治疗组较对照组改善明显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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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健胃消食口服液联合健脾和胃汤治疗
功能性消化不良在临床上有显著疗效.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健胃消食口服液； 功能性消化不良； 临床
疗效
核心提示： 脾胃虚弱, 纳化升降失常是功能性消
化不良的基本病机, 以健脾益气, 和胃消食等为
主要治疗原则遣方用药, 同时配以成药健胃消食
口服液, 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疗效显著.

症状出现至少6 mo, 近3 mo症状符合以上标准;
没有可以解释上述症状的器质性疾病的证据;
(2)内镜检查未发现溃疡、肿瘤等器质性病变,
未发现食管炎; (3)实验室血常规、便常规、肝
功能、腹部B超、X线检查排除肝胆胰及肠道
器质性疾病; (4)无糖尿病、结缔组织病及神经
肌肉等疾病. 中医诊断标准: 脾胃气虚、饮食停
滞证参照2010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
疾病专业委员会制定的《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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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其病因和发病
机制仍处于探索
阶段, 多数学者认
为幽门螺杆菌感
染, 精神、心理因
素, 遗传易感性,
饮食习惯是本病
发生的高危因素,
而内脏动力及感
觉异常可能为其
主要的病理生理
学基础.

西医结合诊疗共识意见(2010)》 [5]及《中医内
科学(7版)》. 主症: 脘腹胀满; 胃脘隐痛; 饮食

郭淑云， 曾震军． 健脾和胃汤联合健胃消食口服液治疗功能性消
化不良１２０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２６－３８３０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826.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26

减少; 食后不易消化. 次症: 嗳气; 反酸烧心; 少
气懒言; 疲乏无力; 大便稀溏. 符合主症三项, 次
症两项以上.
1.2.2 病例纳入标准: (1)符合FD西医诊断标准;
(2)符合中医脾胃气虚、饮食停滞证辨证标准;

0 引言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是
临床常见而且难治的消化系统功能紊乱性疾
病. 在我国以消化不良为主诉的患者占普通内
科门诊的11.05%, 占消化专科门诊的52.85%[1],
其中多数为FD. 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上腹痛、
早饱、餐后腹胀、嗳气、上腹烧灼感、恶心、
呕吐等, 可单独或以一组症状出现[2]. 自2012年
以来, 我们应用健脾和胃汤加味联合健胃消食
口服液, 治疗本病经中医辨证为脾胃气虚、饮
食停滞证患者120例, 并与单用健脾和胃汤加
味进行比较,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 现报道
如下.

(3)年龄15-75岁; (4)患者知情并同意.
1.2.3 病例排除标准: (1)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2)
年龄在18岁以下或65岁以上; (3)合并有心血
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
神病患者; (4)入组前72 h内服用影响疗效的药物
(如解痉药、胃肠动力药、抑酸护胃药物等).
1.2.4 治疗: 治疗组: 以健脾和胃汤加味联合健
胃消食口服液治疗. 健脾和胃汤: 由党参15 g、
黄芪12 g、生白术20 g、茯苓15 g、枳实15 g、
三棱10 g、炒麦芽30 g、神曲10 g、鸡内金10
g、炒牵牛子3 g、厚朴15 g组成, 每日1剂, 水
煎分2次早晚服. 辨证加减: 兼两胁胀痛者, 加
香附15 g、郁金15 g、乌药15 g; 腹胀较甚者,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80例FD患者均为2012-01/2013-10河南
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门诊病例, 证
属脾胃气虚、饮食停滞, 随机分为两组. 治疗组
120例, 其中男48例, 女72例, 年龄16-65岁, 平均

加木香15 g、甘松15 g、陈皮15 g; 时欲呕吐
者, 加砂仁10 g、姜半夏10 g、竹茹10 g; 嗳气
者, 加柿蒂15 g、刀豆子20 g; 大便溏薄者, 加
炒薏苡仁30 g、芡实20 g、诃子15 g; 胃脘疼痛
者, 加元胡15 g、川楝子9 g、丹参30 g; 泛酸烧

年龄为43.43岁±9.18岁, 平均病程为2.31年±

心者, 加乌贼骨15 g、煅瓦楞子15 g、浙贝母

0.32年, 治疗前平均症状积分25.21±5.35; 对照

10 g、炙甘草3 g. 健胃消食口服液(济川药业集

组60例, 其中男25例, 女35例, 年龄17-64岁, 平均

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由太子参、山药、炒麦

年龄为42.31岁±10.07岁, 平均病程为2.42年±

芽、山楂、陈皮组成, 2次/d, 每次1支, 早晚服.

0.38年, 治疗前平均症状积分24.89±4.89. 两组

对照组: 健脾和胃汤及辨证加减治疗同上. 两

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病情严重程度等临床

组均3 w k为一疗程, 一疗程后, 按疗效评定标

资料均无明显差异, 具有可比性.

准评定.

1.2 方法

1.2.5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后患者症状的变

1.2.1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罗马Ⅲ标

化, 采用分级量化计分标准进行观察. 临床主症

[3,4]

: (1)上腹痛、早饱感、餐后腹胀、上腹烧

分别作程度和频率评分, 程度: 0级为无症状记

灼感、嗳气、恶心呕吐等上腹部症状; 诊断前

0分; 1级为症状轻度记1分; 2级为症状中度记2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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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文采用中药辨
证论治联合临床
常用成药治疗FD,
应用方便, 适用面
广, 且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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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痊愈(n )

显效(n )

有效(n )

无效(n )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１２０

７０

２４

１８

８

９３．３ａ

对照组

６０

２８

１１

１１

１０

８３．３

分组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主要症状积分比较 (mean±SD)

分组
治疗组
对照组

时间

脘腹胀满

胃脘隐痛

纳差食少

食后不易消化

治疗前

４．５３±１．０２

３．４３±０．７５

４．２１±１．２１

３．８８±０．９６

治疗后

０．８９±０．２１ａｃ

１．２６±０．２９ａ

０．７８±０．２１ａｃ

０．５６±０．１９ａｃ

治疗前

４．４９±０．９８

３．５３±０．８０

４．１７±１．１９

３．９３±０．８９

治疗后

１．５３±０．３７ａ

１．２１±０．３２ａ

１．６０±０．４８ａ

１．５８±０．４１ａ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同组治疗前； ｃ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分; 3级为症状重度记3分. 频率: 0级为不发作

至6.89±2.75, 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对

记0分; 1级为症状每周发作1-3次记1分; 2级为

照组治疗前症状积分24.89±4.89, 治疗后症

症状每周发作4-5次记2分; 3级为症状每天发作

状积分降至10.11±3.18, 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

记3分. 临床次症也分别作程度和频率评分, 程

意义; 两组间治疗后症状积分比较, 差异有统

度: 0级为无症状记0分; 1级为症状轻度记0.5分;

计学意义, 治疗组在改善症状方面优于对照组

2级为症状中度记1分; 3级为症状重度记1.5分.

(P <0.05).

频率: 0级为不发作记0分; 1级为症状每周发作

2.3 两组治疗前后主要症状积分比较 两组治疗

1-3次记0.5分; 2级为症状每周发作4-5次记1分;

后主要症状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0.05);

3级为症状每天发作记1.5分, 并综合上述情况评

治疗组主要症状脘腹胀满、纳差食少、食后

价临床疗效.

不易消化等方面的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显著

1.2.6 疗效标准: 临床治愈: 患者临床症状、体

(P <0.05), 余症状两组间无差异(P >0.05)(表2).

征基本消失, 积分减少率 ≥ 90%; 显效: 患者临

2.4 两组治疗前后次要症状积分比较 两组治疗

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 积分减少率≥60%, 而

后次要症状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0.05),

<90%; 好转: 患者临床症状、体征有所缓解和改

治疗组疲乏无力的改善程度较对照组显著

善, 积分减少率≥30%, 而<60%; 无效: 患者临床

(P <0.05), 其余症状两组间无差异(P >0.05)(表3).

[6]

症状、体征均无好转, 积分减少率<30% .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mean±SD表示, 采用t 检
2

3 讨论
现代医学认为, FD系指除外器质性疾病, 而有持

验比较;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 检验, P <0.05为差

续或反复发作上腹部疼痛、食后饱胀、腹部胀

异有统计学意义.

气、嗳气、早饱、厌食和恶心等上腹部不适症
状的一组临床综合征. 其病因和发病机制仍处

2 结果

于探索阶段, 多数学者认为幽门螺杆菌感染, 精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痊愈70例, 显效24

神、心理因素, 遗传易感性, 饮食习惯是本病发

例, 有效18例, 无效8例, 总有效率为93.3%, 对照

生的高危因素[7], 而内脏动力及感觉异常可能为

组痊愈28例, 显效11例, 有效11例, 无效10例, 总

其主要的病理生理学基础[8-10]. 西医治疗多用抑

有效率为83.3%; 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制胃酸分泌及提高胃肠动力的药物, 对本病有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一定的疗效, 但各家报道不一, 且西药的不良反

2.2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总积分比较 治疗组治

应以及个别药物的停用反应, 限制了其临床应

疗前症状积分25.21±5.35, 治疗后症状积分降

用. 而中医药辨证治疗FD, 积累了丰富经验, 取

WCJD|www.wjgnet.com

2014-09-08|Volume 22|Issue 25|

郭淑云， 等． 健脾和胃汤联合健胃消食口服液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１２０例					
表 3

■应用要点

两组治疗前后次要症状比较 (mean±SD)

分组

时间

治疗组
对照组

嗳气

恶心呕吐

反酸烧心

疲乏无力

大便稀溏

治疗前

１．９７±０．３９

１．８９±０．４２

１．８７±０．４３

１．５３±０．３２

１．９７±０．３４

治疗后

０．６５±０．１９ａ

０．６６±０．２２ａ

０．９５±０．２６ａ

０．４５±０．２２ａｃ

０．６０±０．１７ａ

治疗前

１．９８±０．４０

１．９０±０．３９

１．９１±０．３３

１．６１±０．４４

２．０１±０．４８

治疗后

ａ

０．７０±０．２５

ａ

ａ

１．０１±０．４９

０．９８±０．２８

ａ

０．９１±０．２９

０．５９±０．２１ａ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同组治疗前； ｃ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得了满意的疗效[11,12].

痞满, 吞酸; 《日用本草》载其“化食积, 行结

“反胃”、“嘈杂”等范畴. 祖国医学认为:

气, 健胃宽膈”; 山楂含脂肪酶, 能促进脂肪消

脾胃为后天之本, 脾主运化水谷精微, 胃主受

化, 并能增加胃消化酶的分泌, 促进消化, 对胃

纳腐熟水谷; 若因饮食不节、劳倦过度、七情

肠功能有一定调节作用, 对松弛的大鼠胃平滑

失调等, 皆可导致脾胃虚弱, 使之纳化失常, 失

肌有增强作用. 陈皮气香味温, 能行能降, 具有

其升清降浊功能而罹患FD, 出现上腹部胀满疼

理气运脾, 调中快膈之功; 《别录》载其“主

痛、食欲不振、早饱、嗳气、恶心、烧心、吐

脾不能消谷, 气冲胸中”; 陈皮所含的挥发油

酸等症. 基于脾胃虚弱, 纳化升降失常是F D的

对胃肠道有温和刺激作用, 可促进消化液的分

, 故以健脾益气, 和胃消食等为主

泌, 排除肠管内积气, 显示了芳香健胃的效用.

要治疗原则, 使脾胃健旺, 而维持正常的纳化

上述5种药物合用, 具有健脾益气, 健胃消食之

升降功能.

功和补而不滞, 通而不峻, 不热不燥, 药性平和

基本病机

近两年来, 我们用自拟的健脾和胃汤联合

本文所探讨的方
法适用于脾胃虚
弱, 饮食停滞型
FD患者, 症见脘
腹胀满、胃脘隐
痛、饮食减少、
食后不易消化、
嗳气、反酸烧
心、少气懒言、
疲乏无力、大便
稀溏等.

白酶的分泌有促进作用. 山楂消食积, 治肉积,

F D属中医学的 “痞满”、“胃痛”、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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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点.

健胃消食口服液治疗脾胃虚弱、饮食停滞所致

通过临床观察, 本研究证实以健脾和胃汤

的FD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疗效. 健脾和胃汤方中

联合健胃消食口服液治疗F D属脾胃气虚、饮

党参、黄芪、白术、茯苓健脾益气, 补中养胃;

食停滞型者具有较为理想的疗效, 而且统计学

枳实、三棱、炒牵牛子、厚朴行气消积, 除痞

结果也表明其在改善或消除脘腹胀满, 纳差食

止痛; 神曲、炒麦芽、鸡内金运脾消食, 化积

少, 食后不易消化, 疲乏无力等临床症状方面

和中; 诸药合用, 共奏健脾养胃, 行气消食, 化

较单用健脾和胃汤更具有临床疗效, 同时也表

积止痛之功. 健胃消食口服液由太子参、山

明健胃消食口服液是治疗F D颇具疗效的中成

药、炒麦芽、山楂、陈皮组成. 其中太子参益

药品.

气健脾, 补肺生津, 治脾虚食少等症; 《药品
正义》载其“治脾虚腹泻, 怠惰嗜卧, 四肢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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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于脾虚气弱之食少便溏或泄泻等症; 《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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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treatment strategies,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and
prognosis of gastric-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G-NEC).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2010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classification of NEC,
clinical data for 44 patients with G-NEC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including treatment
methods, 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is.
RESULTS: All the 44 patients were followed.
The median survival of these patients was 23.5
mo, and the overall 1-, 3- and 5-year survival
rates were 70.8%, 25.3% and 12.0%, respectively.

WCJD|www.wjgnet.com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gender, tumor size, and tumor location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prognosis, but surgical procedure, invasive
depth, lymph node and distant metastase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rognosis.
CONCLUSION: G-NEC has a high recurrence
rate and poor prognosis. The prognosis depends
on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carcinoma infiltration and metastasis and surgical treatment.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should be given in these
cases.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背景资料

神经内分泌肿瘤
是一种特殊类型
的恶性肿瘤, 在
临床上极为少见.
其中胃神经内分
泌癌(gastric-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G-NEC)的
发病率逐年增加.
有关该病的手术
方式、化疗以及
生物治疗各方报
道不多, 尤其对预
后随访的研究较
少, 且存在一定的
争议.

Key Words: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Prognosis
Yang Y, Li LQ, Zheng JT, Chen Q, Wang M.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gastric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4;
22(25): 3831-3834 URL: http://www.wjgnet.
com/1009-3079/22/3831.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831

摘要
目的: 研究胃神经内分泌癌(g a s t r i c-n e u r oendocrine carcinoma, G-NEC)的临床病理、治
疗方法及预后, 探讨其临床合理选择.
方法: 根据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新分类, 回顾性总结44例
经病理诊断为G-NEC的患者临床资料, 分析
其组织病理学特点、临床治疗方式、预后因
素等.
结果: 44例患者均获得随访, 中位生存时间
为23.5 mo, 1、3、5年生存率分别为70.8%、
25.3%、12.0%. 统计分析显示, 患者的性别、
年龄和肿瘤的部位、大小与患者的预后无关,
肿瘤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和手
术方式与患者的预后相关.
结论: G-NEC恶性程度高, 预后受肿瘤浸润深
度、转移情况、手术方式等多因素影响, 需加
强多学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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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董锐增、冯
强发表了相关文
章侧重手术方
面, Moertel等研
究了该病的化疗
影响, PROMID
研究是关于生长
抑素类似物治疗,
本文则根据最新
WHO 2010诊断
标准, 总结以上
多学科综合治疗
对G-NEC预后的
影响.

关键词： 神经内分泌癌； 预后
核心提示： 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44例胃神经内分
泌癌(gastric-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G-NEC)患
者临床诊治及预后随访资料, 得出G-NEC由于缺
乏特异性临床症状, 并且恶性程度高, 极易发生
脉管内癌栓、淋巴结转移、肝肺转移, 预后较差.
因此, 早期诊断、规范的根治手术和术后的个体
化综合治疗, 仍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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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临床治疗: 手术方式根据肿瘤部位、大小
及侵犯范围、是否转移选择手术方式包括根治
性切除(含联合脏器切除)、姑息性手术(含短路
手术及单纯活检). 根治术后部分患者采用化疗
(奥沙利铂或其他铂类+希罗达或氟尿嘧啶)以及
应用生物治疗(长效或短效生长抑素类).
1.2.3 预后和随访: 生存指标包括1年、3年、5
年生存率(%), 中位生存时间(median overall survival, mOS). 手术结束后通过住院化疗、门诊复
查结合电话随访, 截止于2014-06或患者死亡.

杨洋， 李良庆， 郑建涛， 陈群， 王密． 胃神经内分泌癌的临床诊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包. 应

治及预后情况．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３１－３８３４

用Kaplan-Meier法描绘生存曲线和计算生存率,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831.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31

并用Log-rank法对预后单因素分析, P <0.05为差

0 引言

2 结果

神经内分泌癌(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NEC)

2.1 免疫组织化学情况 CGA阳性率90.9%, SYN

异有统计学意义.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恶性肿瘤, 起源于类肠嗜银

阳性率86.4%, NSE阳性率79.5%, CD56阳性率

细胞, 间或含有分泌5-羟色胺、生长抑素、生长

81.8%.

素等其他细胞, 在临床上极为少见, 发生率占胃

2.2 临床病理 肿瘤部位: 贲门胃底17例, 胃体15

肠道恶性肿瘤的0.4%-1.8%[1]. 随着内镜技术、

例, 胃窦幽门12例, 无2个部位及以上病例. 肿瘤

放射影像的进步和病理诊断的规范, 其中胃神

最大直径: <2 cm有9例, 2-5 cm有20例, >5 cm有

经内分泌癌(gastric-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15例, 均为单发病灶. 原发肿瘤浸润深度: 黏膜

G-NEC)的发病率逐年增加, 文献报道发病率从

层和肌层18例, 浆膜和浆膜外26例. 有淋巴结转

1/10万 增至5/10万 . 现回顾性分析福建医科

移30例, 远处转移6例(包括肝、肺、卵巢、盆腔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05-08/2012-06收治的44例

等).

G-NEC患者临床诊治及预后随访资料, 并结合

2.3 治疗方法 根治性切除31例, 其中联合脏器切

相关文献探讨.

除3例、近端胃10例、远端胃8例、全胃10例;

[2]

[3]

姑息性手术13例, 其中姑息性切除8例, 短路手
1 材料和方法

术及单纯活检5例. 根治术后采用化疗20例, 未

1.1 材料 收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05-

化疗11例; 根治术后应用生物治疗8例, 未应用

08/2012-06诊治的G-NEC患者44例, 其中男性30

23例.

例, 女性14例, 年龄40-78岁, 平均年龄63.6岁±6.6

2.4 入组患者预后情况 44例患者均获得随访(图

岁, ≤60岁16例, >60岁28例. 入组患者需要排除:

1), 44例患者的mOS为23.5 mo, 1年、3年、5年

(1)术前合并其他肿瘤或严重内科疾病; (2)术后出

生存率分别为70.8%、25.3%、12.0%. 患者的性

现严重并发症和围手术期死亡.

别、年龄和肿瘤的部位、大小与患者的预后无

1.2 方法

关, 而肿瘤浸润深度、有无淋巴结转移、是否

1.2.1 诊断标准: 按照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

远处转移的患者之间预后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神经内分泌

意义(表1). 根治手术患者的mOS明显高于姑息

肿瘤分类最新标准, 对入组患者的病理标本重

手术, 但辅助化疗和生物治疗对患者预后无影

新进行确诊、分级和分期. 通过镜下形态学观

响(表2).

察以及神经内分泌肿瘤标志物, 包括嗜铬颗粒
蛋白A(chromogranin A, CGA)、突触素(synap-

3 讨论

tophysin, SYN)、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euro

神经内分泌细胞广泛分布于人体, 过去认为神

specific enoclase, NSE)和CD56等免疫组织化学

经内分泌肿瘤罕见, 但随着对该类肿瘤认识水

染色结果, 确诊为NEC.

平的提高, 发现这类肿瘤并非少见, 以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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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G-NEC临床病理与预后分析

临床病理
性别（男／女）

表 2

mOS

P值

治疗方法

３０／１４

２２／２６

０．３３４

手术方式

年龄（岁）

０．４７５

≤６０

１６

２１

＞６０

２８

２４

肿瘤大小（ｃｍ）

■应用要点

G-NEC治疗方法与预后分析

n

n

mOS

根治手术

３１

３０

姑息手术

１３

１０

０．００１

有辅助化疗

２０

３４

＜２

９

２９

无辅助化疗

１１

２３

２－５

２０

２３

有生物治疗

８

３２

＞５

１５

２０

无生物治疗

２３

２９

贲门胃底

１７

２２

胃体

１５

２２

胃窦幽门

１２

２７

肿瘤部位

P值

根治术后
０．１０２

3833

０．０８７
０．１９２

本文研究了GNEC的预后相关
因素包括肿瘤部
位、大小、浸润
深度、转移情
况、手术方式和
内科治疗等, 拟探
讨其临床治疗的
合理选择, 由于病
例数有限, 部分结
果仍需要大样本
证实.

０．２６９

浸润深度

ｍＯＳ： 中位生存时间； Ｇ－ＮＥＣ： 胃神经内分泌癌．

０．０１２

黏膜层和肌层

１８

３６

浆膜和浆膜外

２６

１５

淋巴结转移

悸气促等类癌综合征. 男性发病率较高, 其肿瘤
体积往往较大, 常贯穿至浆膜层, 容易侵犯周围
０．０１９

有

３０

１７

无

１４

３７

远处转移

全身症状为主, 部分可引起皮肤潮红瘙痒、心

脏器, 24%-55%的患者可发生远处转移, 5年生
存率<50%, 是否存在转移为其独立的预后因素,

０．００８

局部转移者的5年生存率为29.9%, 远处转移者

有

６

９

仅为10.0%[6]. 本研究的病例, 其mOS为23.5 mo,

无

３８

２６

1年、3年、5年生存率分别为70.8%、25.3%、
12.0%, 与之较为接近. G-NEC在内镜、计算机
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等表现上与

ｍＯＳ： 中位生存时间； Ｇ－ＮＥＣ： 胃神经内分泌癌．

一般胃肿瘤相似, 确诊主要靠病理及免疫组织
1.0

化学. 内镜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但本资料显示内
镜术前误诊率(23/44)约52.3%, 因此对可疑病变

生存率

0.8

应多处活检, 并加以嗜银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

0.6

染色(包括CGA、SYN等), 是鉴别NEC的重要手
段. 而超声内镜、增强CT对肿瘤浸润深度、淋

0.4

巴结转移的术前评估是十分重要的.

0.2

本研究提示患者的性别、年龄和肿瘤的部
位、大小不影响患者的预后, 但既往有研究结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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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60

t /mo

果显示[7]性别是影响该类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女性患者的存活率高于男性, 这可能与性激素
对免疫细胞的作用及炎性因子的释放有关. 也

图 1

44例胃神经内分泌癌患者生存曲线.

胰腺发病相对较多 [4] . 以往定义较为混乱, 最
新WHO 2010的分级[5]根据Ki-67指数及核分裂

有研究认为 [8] 肿瘤大小与预后密切相关, 肿瘤
直径>2 cm的病例发生淋巴结及远处转移的概
率显著高于<2 c m的肿瘤. 这可能是因为肿瘤
进展体积更大, 更容易突破浆膜层侵犯胃周组

象, 目前分为: (1)神经内分泌瘤(neuroendocrine

织, 从而更容易发生淋巴结转移、血行转移. 因

tumor, NET), 一级G1、二级G2; (2)NEC, 包括

此患者性别、肿瘤大小对G-N E C预后的预测

小细胞癌、大细胞癌; (3)混合腺神经内分泌癌

有待于进一步的大样本研究. 本结果显示肿瘤

(mixed adenoendocrine carcinoma, MANEC); (4)

浸润深度、有无淋巴结转移、是否远处转移都

增生性和肿瘤前病变(hyperplastic and preneo-

明显影响患者的生存预后, 多数研究[7-10]同样证

plastic lesions). 其中G-NEC的患者, 临床表现主

明, 肿瘤分期是影响G-NEC预后的重要因素. 按

要以不典型的上消化道症状以及消瘦、贫血等

照Rindi等[2]推荐的前肠神经内分泌肿瘤的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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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顾性分析
了G-NEC的临床
资料, 对临床医生
认识并重视该疾
病的早期发现和
治疗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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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M标准, 肿瘤浸润深度、有无淋巴结转移、

4

是否远处转移均是其中的重要分期参考指标.
本研究提示患者生存期与肿瘤根治情况密
切有关, 根治手术和姑息手术患者的mOS分别
为30、10 mo. 董锐增等[11]、冯强等[12]等研究单
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均表明根治手术组患者的生

5

存率明显优于姑息手术组. 手术是G-NEC的主要
治疗手段, 手术原则应根据原发肿瘤的大小、部

6

位、浸润程度、淋巴结受累及有无肝脏等远处
转移来决定术式, 由于NEC恶性程度高, 淋巴结
转移多, 本研究转移率达到68.2%(30/44), 故一般
同胃腺癌行胃周淋巴结清扫术. 而本结果显示术

7

后辅助化疗效果不理想, 这可能与化疗方案选择
的具体药物有关. 由于既往对G-NEC病理特点认

8

识不足, 本研究患者均采用经典的腺癌敏感化疗
方案. 而Moertel等[13]分析了顺铂联合依托泊苷治
疗转移性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疗效, 发现对患者的
有效率达67%, 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为8 mo. 而

9

生物治疗是否影响G-NEC预后尚无定论, 对常规
化疗效果差且生长抑素受体阳性的患者, 可考虑
采用生长抑素治疗, 具体剂量和疗程各方报道不
一. 来自德国的PROMID研究[14], 证实了长效奥
曲肽能抑制高分化的转移性神经内分泌肿瘤的

10

增长. 同样由于总样本量偏小的不足, 本研究未
能证实生长抑素治疗与预后的相关性.
G-NEC由于缺乏特异性临床症状, 容易误
诊, 并且恶性程度高, 极易发生脉管内癌栓、淋
巴结转移、肝肺转移, 预后较差[15]. 因此早期诊
断、规范的根治手术、术后的多学科综合治疗
仍需进一步加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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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ssess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laparoscopic-assisted D2 radical gastrectomy for distal gastric carcinoma.
METHODS: Seventy-two patients who underwent D2 radical gastrectomy for distal gastric
carcinoma were divided into either a laparotomy group (n = 36) or a laparoscopic surgery
group (n = 36). The laparoscopic surgery group
received laparoscopic-assisted D2 radical gastrectomy, while the laparotomy group received
laparotomy for D2 radical gastrectomy. The
operation indicators, pathological findings and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bleeding volume, length of the
incision, times of injection of analgesic drugs,
time to anal exsufflation, postoperative stay in

WCJD|www.wjgnet.com

bed,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the laparoscopic surgery group
than in the laparotomy group (130.84 mL ± 51.73
mL vs 335.96 mL ± 85.86 mL, 5.84 cm ± 0.34 cm
vs 21.83 cm ± 2.67 cm, 1.75 ± 1.32 vs 4.96 ± 1.45,
3.87 d ± 1.73 d vs 6.75 d ± 1.24 d, 3.95 d ± 1.11 d
vs 5.86 d ± 1.94 d, 11.73 d ± 4.67 d vs 15.93 d ±
7.95 d, P < 0.05). The operative time was longer
in the laparoscopic surgery group than in the
laparotomy group (289.94 min ± 30.84 min vs
235.85 min ± 29.11 min,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number of cleared
lymph nodes or the length of upper or lower resection margin (30.72 ± 10.64 vs 31.24 ± 11.73, 7.73
cm ± 2.44 cm vs 7.82 cm ± 1.73 cm, 7.96 cm ± 2.84
cm vs 7.21 cm ± 2.01 cm, P > 0.05). The rate of
complication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laparoscopic surgery group than in the laparotomy
group (8.33% vs 22.22%, P < 0.05).

■背景资料

手术治疗作为胃
癌的首选治疗方
法, 传统的开腹胃
癌根治性切除术
居于明显的治疗
效果, 但是手术
创伤比较大, 尤
其是老年患者因
难以耐受手术创
伤, 而错过最佳的
治疗时机. 随着微
创技术水平的发
展, 腹腔镜手术在
胃癌临床治疗中
得到广泛的应用,
其治疗优势在于
创伤小、手术时
间短、术后恢复
快、术后疼痛程
度轻、缩短患者
住院时间等.

CONCLUSION: Laparoscopic-assisted D2 radical gastrectomy for distal gastric carcinoma is
safe, effective and minimally invasive, and can
promot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remove the lesions thoroughly, and improve prognosis.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Laparoscopy; Laparotomy; Distal gastric carcinoma; D2 radical gastrectomy
Zhi YF, Gao JL. Clinical effects of laparoscopic-assisted
D2 radical gastrectomy for distal gastric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4; 22(25): 3835-3838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835.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35

摘要
目的: 分析腹腔镜辅助下胃癌D2根治术临床
治疗效果.
方法: 收集2011-02/2014-02青海红十字医院收
治的72例远端胃癌D2根治术患者临床资料,
按照治疗方法不同, 分为开腹组与腹腔镜组,
每组均为36例. 腹腔镜组患者采用腹腔镜辅助
远端胃癌D2根治术治疗, 开腹组患者采用开

■同行评议者

傅红, 教授,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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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相关文献表明, 胃
癌死亡率居于所
有恶性肿瘤首位,
严重威胁人类的
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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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远端胃癌D2根治术治疗, 比较两组患者手
术指标、病理检查结果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 腹腔镜组患者手术出血量、术口长
度、注射止痛药物次数、肛门排气时间、
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开腹组
(130.84 mL±51.73 mL vs 335.96 mL±85.86
mL, 5.84 cm±0.34 cm vs 21.83 cm±2.67 cm,
1.75次±1.32次 vs 4.96次±1.45次, 3.87 d±
1.73 d vs 6.75 d±1.24 d, 3.95 d±1.11 d vs 5.86
d±1.94 d, 11.73 d±4.67 d vs 15.93 d±7.95 d),
手术时间明显长于开腹组(289.94 min±30.84
min vs 235.85 min±29.11 min), 差异有显著
意义(P <0.05); 在清扫淋巴结数量、肿瘤上切
缘长度以及肿瘤下切缘长度方面(30.72枚±
10.64枚 vs 31.24枚±11.73枚, 7.73 cm±2.44
cm vs 7.82 cm±1.73 cm, 7.96 cm±2.84 cm vs
7.21 cm±2.01 cm), 两组患者对比, 差异无显
著意义(P >0.05); 腹腔镜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8.33%, 明显低于开腹组的22.22%, 差异有显
著意义(P <0.05).
结论: 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具有明
显的安全性, 见效快, 创伤小, 促进患者术后恢
复, 彻底清除病灶, 改善患者预后情况, 值得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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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收集2011-02/2014-02青海红十字医院
收治的72例远端胃癌D2根治术患者临床资料,
按照不同的治疗方法, 分为开腹组与腹腔镜组,
每组例数均为36. 腹腔镜组中男性患者20例, 女
性患者16例, 年龄35-72岁, 平均年龄为51.95岁
±5.66岁. 肿瘤分期: Ⅲa期16例、Ⅲb期12例、
Ⅵ期8例. 开腹组中男性患者21例, 女性患者15
例, 年龄在34-70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50.22岁±
5.46岁. 肿瘤分期: Ⅲa期15例、Ⅲb期13例、Ⅵ
期8例. 两组患者均符合《胃癌诊疗规范》诊
断标准[2], 经心肝肾功能生化检查, 排除严重心
肝肾功能不全等疾病以及手术禁忌症患者. 患
者性别、年龄、肿瘤分期等一般资料差异不明
显, 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可以用作对比.
1.2 方法
1.2.1 腹腔镜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治疗: 术
中取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 指导患者取平卧位,
建立人工二氧化碳气腹, 其压力维持为12-14
mmHg[3]. 在腋前线交点处作10 mm切口, 并置入
10 mm Trocar作为主操作孔[4]. 在脐水平线和双
侧锁骨中线的交点作5 mm切口植入5 mm Trocar, 作为辅助操作孔[5]. 在腹腔镜直视下, 探查
肿瘤情况, 在横结肠上缘用超声刀打开胃结肠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腹腔镜； 开腹； 远端胃癌； Ｄ２根治术

韧带, 将横结肠系膜前叶分离, 向上至胰腺下缘,
再分离胰腺包膜至胰腺上缘. 结扎并离断胃网
膜左血管, 清扫胃网膜右血管淋巴结、第六组

核心提示： 本研究结果表明, 腹腔镜组患者手术
时间明显长于开腹组(P <0.05), 主要是腹腔镜手
术操作熟练度有待提高, 需要临床医生积累更多
的临床经验, 才能不断缩短手术时间.

淋巴结、第十二组淋巴结、清扫脾动脉近端淋
巴结等[6]. 同时, 在上腹部作5 cm切口, 将游离出
的大网膜和胃拉至切口外, 进行远端胃大部切
除术操作, 行毕氏Ⅰ式胃十二指肠吻合术[7]. 最

支永发， 高军林． 腹腔镜辅助下远端胃癌根治术（Ｄ２）的临床

终留置腹腔引流管, 完成手术. 术后给予患者营

效果．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３５－３８３８ URL:

养支持、抗生素预防术后感染处理等[8].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835.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35

1.2.2 开腹远端胃癌D2根治术治疗: 开腹组患者
取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方式, 指导患者取平卧
位, 于上腹部正中处作15 cm切口, 并探查腹腔,

■相关报道

腹腔镜组患者手
术出血量、术口
长度、注射止痛
药物次数、肛门
排气时间、下床
活动时间、住院
时间明显少于开
腹组(P <0.05). Brar
等的研究结果也
证实了这一点.

0 引言

了解肿瘤情况, 具体手术步骤以及术后相同于

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 胃癌发病率逐年

腹腔镜组[9].

增长, 成为常见的消化系恶性肿瘤, 手术治

1.2.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手术

[1]

疗作为胃癌的首选治疗方法 . 为了分析腹

出血量、术口长度、注射止痛药物次、手术

腔镜辅助下胃癌D2根治术临床治疗效, 选择

时间、肛门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

2011-02/2014-02青海红十字医院对收治的远端

时间)、病理检查结果(清扫淋巴结数量、肿瘤

胃癌D2根治术患者分为两组, 分别采取腹腔镜

上切缘长度、肿瘤上切缘长度)和并发症发生

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治疗与开腹远端胃癌D2

情况.

根治术治疗, 效果显著,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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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应用要点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 (mean±SD)

手术出血量

分组

术口长度

3837

注射止痛药物次

手术时间

肛门排气时间 下床活动时间

住院时间

腹腔镜组

(mL)
１３０．８４±

(cm)
５．８４±

(次)
１．７５±

(min)
２８９．９４±

(d)
３．８７±

(d)
３．９５±

(d)
１１．７３±

开腹组

５１．７３ａ
３３５．９６±

０．３４ａ
２１．８３±

１．３２ａ
４．９６±

３０．８４ａ
２３５．８５±

１．７３ａ
６．７５±

１．１１ａ
５．８６±

４．６７ａ
１５．９３±

８５．８６

２．６７

１．４５

２９．１１

１．２４

１．９４

７．９５

与传统开腹手术
对比, 腹腔镜辅助
远端胃癌D2根治
术优势更明显, 疗
效确切, 安全性良
好, 减少了对患者
的伤害, 改善患者
预后情况, 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 值得
临床推广.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开腹组．

表 2

两组患者术后病理结果比较 (n = 36, mean±SD)

分组

清扫淋巴结数量(枚)

肿瘤上切缘长度(cm)

肿瘤上切缘长度(cm)

腹腔镜组

３０．７２±１０．６４

７．７３±２．４４

７．９６±２．８４

开腹组

３１．２４±１１．７３

７．８２±１．７３

７．２１±２．０１

表 3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n = 36, n (%)]

分组

胃轻瘫

肺部感染

术口感染

合计

腹腔镜组

１（２．７８）

１（２．７８）

１（２．７８）

３（８．３３）ａ

开腹组

２（５．５６）

４（１１．１１）

２（５．５６）

８（２２．２２）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开腹组．

mean±SD表示计量资料, 采用t 检验, 用百分比
2

性切除术居于明显的治疗效果, 但是手术创伤

表示记数资料, 采用χ 检验, P <0.05为差异有统

比较大, 尤其是老年患者因难以耐受手术创伤,

计学意义.

而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 [11]. 随着微创技术水平
的发展, 腹腔镜手术在胃癌临床治疗中得到广

2 结果

泛的应用, 其治疗优势在于创伤小、手术时间

2.1 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指标 腹腔镜组患者手术

短、术后恢复快、术后疼痛程度轻、缩短患者

出血量、术口长度、注射止痛药物次数、肛门

住院时间等[12].

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明显少于

通过以上研究表明, 腹腔镜组患者手术时间

开腹组; 手术时间明显长于开腹组, 差异有显著

明显长于开腹组(P <0.05), 主要是腹腔镜手术操

意义(P <0.05)(表1).

作熟练度有待提高, 需要临床医生积累更多的临

2.2 对比两组患者术后病理 在清扫淋巴结数

床经验, 才能不断缩短手术时间. Brar等[13]的研

量、肿瘤上切缘长度以及肿瘤下切缘长度方面,

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腹腔镜组患者手术出血

两组患者对比, 差异无显著意义(P >0.05)(表2).

量、术口长度、注射止痛药物次数、肛门排气

2.3 对比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腹腔镜组并发

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开腹

症发生率为8.33%, 明显低于开腹组的22.22%,

组(P <0.05). 腹腔镜手术在腹壁切开数10 mm左

差异有显著意义(P <0.05). 两组患者并发症经对

右孔便可操作, 腹腔镜具有放大效应, 可明确局

症处理, 均顺利恢复(表3).

部的解剖结构, 有利于减少手术创伤, 降低术中
出血量, 从而促进胃肠道功能恢复. 开腹手术的

3 讨论

患者术后疼痛加剧, 不敢下床活动, 难以及时恢

相关文献表明, 胃癌死亡率居于所有恶性肿瘤

复胃肠道功能, 从而延长患者住院时间[13].

首位, 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命健康[10]. 手术治疗作

肿瘤组织的切除范围以及淋巴结的彻底清

为胃癌的首选治疗方法, 传统的开腹胃癌根治

扫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远端胃癌D2根治术的治

WCJD|www.wjgnet.com

2014-09-08|Volume 22|Issue 25|

3838
■同行评价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本研究设计合理,
结果可靠, 具有一
定的可读性和借
鉴价值.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疗效果, 本研究中表明, 在清扫淋巴结数量、肿
瘤上切缘长度以及肿瘤下切缘长度方面, 两组
患者对比, 差异无显著意义(P >0.05). 表明腹腔
镜与开腹辅助远端胃癌D2根治术对肿瘤病灶以
及周围淋巴结清扫的彻底性的效果相当. 这与
Inoue等[14]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在术后并发症方面, 开腹手术患者术后疼

7

8

痛严重而不敢咳嗽, 需要长时间卧床, 由于手术
创伤而影响术后胃肠功能恢复, 从而降低患者
术后的免疫功能, 最终提高肺部感染、术口感
染等并发症发生率

[15]

9

. 研究中表明, 腹腔镜组胃

轻瘫、肺部感染、术口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为
8.33%, 明显低于开腹组的22.22%, 差异有显著意

10

义(P <0.05). 两组患者并发症经对症处理, 均顺利

11

[16]

恢复. 这与Pugliese等 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总之, 与传统开腹手术对比, 腹腔镜辅助远
端胃癌D2根治术优势更明显, 疗效确切, 安全性
良好, 减少了对患者的伤害, 改善患者预后情况,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值得临床推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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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and hepatitis B vaccinat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Two hundred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at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2 were included as a study group, and 200 healthy subjects were used as controls. The status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and hepatitis B vaccination
was analyz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excluding those positive for
HBsAb alone, the rate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17.5%,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WCJD|www.wjgnet.com

The detection rates of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
(HBsAb), 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 (HBcAb)
and hepatitis B e antibody (HBeAb)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lthough the detection rate of HBeAg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The rate of
hepatitis B vaccination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29.0% vs 31.0%, P > 0.05). The percentage of patients who did not receive vaccination
for economic reason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lthough
the percentages of patients who did not receive
vaccination for other reasons did not differ (P <
0.05).

■背景资料

维持性血液透析
患者由于身体机
能的下降, 加之反
复的输血和穿刺
以及透析器的使
用的原因, 很容易
导致乙型肝炎病
毒感染. 因此, 全
面地了解其乙型
肝炎病毒感染情
况与乙型肝炎疫
苗接种状况在临
床中具有重要的
意义.

CONCLUSION: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undergoing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have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Iatrogenic infection control and
hepatitis B vaccin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reduce infection.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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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乙型肝炎病
毒感染情况与乙型肝炎疫苗接种的现状, 为以
后临床中控制该病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2011-01/2012-12西安市中心医院
收治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200例为研究组,
并且选取同期健康体检200名为对照组. 分析
其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 并调查乙型肝炎

■同行评议者

王凯, 教授, 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肝
病科

2014-09-08|Volume 22|Issue 25|

3840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研发前沿

本次研究对临床
中常见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的乙
型肝炎病毒感染
情况进行调查分
析, 从而有效的降
低治疗中乙型肝
炎病毒感染. 同
时, 此次研究还对
其乙型肝炎疫苗
接种情况进行调
查, 从而更好的控
制乙型肝炎病毒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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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状况.
结果: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 HBsAb)单独阳性除外, 研究组乙型
肝炎病毒感染率为17.5%, 对照组乙型肝炎病
毒感染率为3.0%, 研究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率明显地高于对照组,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研究组与对照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b、乙肝核心抗体
(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乙型肝炎e抗体
(hepatitis B e antibody)检出率比较具有明显的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研究组与对照组
乙型肝炎e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检出率比
较无明显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研究
组乙型肝炎疫苗接种率为29.0%, 对照组乙型
肝炎疫苗接种率为31.0%. 两组接种率比较无
明显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两组注重
个人卫生没有必要接种、怀疑免疫效果、认
为接种过程麻烦、不明确接种预防的比例比
无明显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两组经
济原因比例比较有明显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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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影响患者的预后 [1,2]. 临床透析前进行预防
接种是预防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最有效方法[3].
因此, 本次临床研究重点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
者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情况与乙型肝炎疫苗接种
的现状进行分析, 为以后预防乙型肝炎病毒感
染提供参考, 具体的分析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2011-01/2012-12西安市中心医院
收治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200例为研究组, 并
且选取同期健康体检200名为对照组. 研究组男
性120例, 女性80例, 年龄为33-67岁, 平均年龄为
45.2岁±6.7岁. 透析治疗时间为1 mo-8年, 平均
时间为3.5年±1.4年. 原发疾病: 慢性肾小球肾
炎60例, 糖尿病肾病50例, 高血压肾病45例, 肾
病综合征23例, IgA肾病22例. 对照组男性118例,
女性82例, 年龄为34-66岁, 平均年龄44.8岁±7.2
岁. 研究组与对照组基本资料比较无明显的差
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本次研究的对象均进行乙型肝炎病毒
的五项检查, 主要包括: (1)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结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多数存在有乙型
肝炎病毒感染携带, 临床中应加强医源性感染
控制, 并且积极的推广乙型肝炎疫苗接种, 从
而降低感染.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 (2)乙型肝炎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抗体(hepatitis B e antibody, HBeAb). 主要是对象

表面抗体(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 HBsAb);
(3)乙肝核心抗体(hepatitis B core antibody, HBcAb); (4)乙型肝炎e抗原(HBeAg); (5)乙型肝炎e
均清晨空腹静脉采血4.0 mL, 并且采取ELISA法

关键词： 维持性血液透析；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乙型
肝炎疫苗接种； 调查分析
核心提示：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多数存在有乙型
肝炎病毒感染携带情况, 且情况不容乐观. 临床
中应加强医源性感染控制, 并且积极的推广乙型
肝炎疫苗接种, 从而降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接种乙型肝炎疫苗和接种状况进行调查分析[4].
统计学处理 此次研究的数据资料均采取
SPSS19.0的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
2

采取χ 进行检验,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感染及乙型肝炎疫苗预防调查２００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

2.1 两组乙型肝炎病毒五项常规检查情况 经过

com/1009-3079/22/3839.asp DOI: http://dx.doi.
临床研究显示, 维
持性血液透析患
者存在有乙型肝
炎病毒感染的风
险, 且感染几率明
显的要高于正常
的对象. 进一步说
明, 维持性血液透
析患者很容易发
生乙型肝炎病毒
感染, 与本次的临
床研究一致.

细的记录. 同时, 应采取调查问卷形式对其是否

刘绥军， 张芙萍．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Ｈ Ｂ Ｖ
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３９－３８４２ URL: http://www.wjgnet.

■相关报道

进行检测, 均严格地按照说明术进行操作, 并详

研究组与对照组乙型肝炎病毒五项常规检查结

org/10.11569/wcjd.v22.i25.3839

果的对比观察, 研究组与对照组HBsAg、HB-

0 引言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研究组与对照组

血液透析是临床中治疗急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常

HBeAg检出率比较无明显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

见方法, 在临床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效果. 多数的

义(P >0.05)(表1).

血液透析患者其免疫功能降低, 且对抵抗能力

2.2 两组乙型病毒感染情况 通过表1的观察分

也下降, 加之经常接触血液制品和共用透析机,

析, H B s A b单独阳性除外, 研究组乙型肝炎病

治疗的过程中很容易感染乙型肝炎病毒, 且乙

毒感染率为17.5%(35/200), 对照组乙型肝炎病

型肝炎也是这类患者治疗后的常见并发症, 严

毒感染率为3.0%(6/200), 研究组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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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与对照组乙型肝炎病毒五项常规检查结果的对比观察 [n = 200, n (%)]

表 1

分组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

乙肝核心抗体

乙型肝炎e抗体

乙型肝炎e抗原

研究组

７（３．５）

６３（３１．５）

１５（７．５）

１１（５．５）

２（１．０）

对照组

２（１．０）

７０（３５．０）

２（１．０）

１（０．５）

１（０．５）

2

χ值

４．２１５

Ｐ值

５．１８２

＜０．０５

表 2

９．５１７

＜０．０５

８．６７３

＜０．０５

０．５７２

＜０．０５

＞０．０５

未接种原因调查分析 n(%)

未接种(n )

注重个人卫生没有必要

怀疑免疫效果

认为接种过程麻烦

不明确接种预防

经济原因

研究组

１４２

４３（３０．３）

４２（２９．６）

４２（２９．６）

１１（７．７）

４（２．８）

对照组

０（０．０）

分组

１３８

４６（３３．３）

３７（２６．８）

４０（２９．０）

１５（１０．９）

χ值

2

－

０．３９１

０．１５４

０．７２１

０．６０２

４．７７２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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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明显的高于对照组, 有统计学意义(χ =

检查, 有四项均存在差异, 可见其感染严重程度.

11.352, P <0.05).

临床研究显示, 研究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率为

2.3 两组乙型肝炎疫苗接种调查 经过两组乙型

17.5%, 明显地高于对照组的3.0%, 差异有统计学

肝炎疫苗接种情况的调查, 研究组乙型肝炎疫

意义. 进一步说明, 血液透析患者乙型肝炎病毒感

苗接种率为29.0%(58/200), 对照组乙型肝炎疫

染的状况不容乐观, 依然需要临床中采取积极的

苗接种率为31.0%(62/200). 两组接种率比较无

控制措施. 乙型肝炎疫苗的接种是预防与控制乙

明显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经过未接

型肝炎的一种重要措施, 也对降低肝癌具有重要

种原因的调查分析, 两组注重个人卫生没有必

的意义[10]. 此次的调查研究分析, 研究组与对照组

要接种、怀疑免疫效果、认为接种过程麻烦、

乙型肝炎疫苗接种率并不是很高. 不愿意接种的

不明确接种预防的比例比无明显的差异, 无统

原因主要体现在注重个人卫生没有必要接种、

计学意义(P >0.05); 两组经济原因比例比较有明

怀疑免疫效果、认为接种过程麻烦、不明确接

显的差异(P <0.05)(表2).

种预防等方面, 但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在经济

本次研究就维持
性血液透析患者
乙型肝炎病毒感
染情况进行调查
分析, 且与临床中
相关的研究一致,
均认为该类患者
更容易感染乙型
肝炎病毒. 同时,
本研究还对其乙
型肝炎疫苗接种
情况进行调查分
析, 从而更好的了
解其感染的原因.

方面更为突出[11]. 因此, 临床中应该引起足够的重
3 讨论

视, 采取控制措施, 从而达到较好的保护作用[12].

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患者其身体机能下降, 且

同时, 临床中应积极的采取预防措施, 并且

存在有细胞与体液免疫的功能受损和细胞活性

依据不愿意接种的原因进行制定对症的措施. 加

降低, 以及补体活性缺陷的问题[5,6]. 同时, 反复
的输血和穿刺以及透析器使用的原因, 很容易
导致乙型肝炎病毒感染[7].
经过本次的临床研究分析, 临床中维持性
血液透析患者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严重, 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发生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几率达到
55.6%, 且随着透析时间的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会逐
渐地增加[8,9]. 进一步说明, 我院近年来, 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出现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情况不容

强患者的个人卫生, 提高对预防接种的认识[13,14].
另外, 增加预防接种的相关知识宣教, 提高对接
种的认识. 同时, 提高人员对接种效果的认识, 能
够积极的配合预防接种工作, 从而有效的降低维
持性血液透析治疗后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15].
总之,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具有较高的乙型
肝炎病毒感染, 加强医源性感染控制, 并且积极
的推广乙型肝炎疫苗接种, 从而降低感染.

乐观, 存在较高的感染情况. 进一步通过对其感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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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ssess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ve technique combined
with cavitron ultrasonic surgical aspirator
(CUSA) to perform hepatectomy.
METHODS: Fifty-three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who underwent hepatectomy from
January 2009 to December 2012 at our hos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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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and B.
In group A (n = 27), hepatectomy was performed using preoperative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ve technique and CUSA during
operation, while group B (n = 26) received traditional hepatectomy. Their clinical efficiency
and safe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lerance limit of hepatic inflow
occlusion (the first porta hepatis) (7.4 min ± 5.6
min vs 18.3 min ± 7.6 min, P < 0.05), operative
blood loss (>1 L, 18.5% vs 46.1% , P < 0.05) and
blood transfusion (22.2% vs 50.0%, P < 0.05)
in group A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in group B (P < 0.05). Moreover, cumulative
survival rate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χ2 = 1.165, P > 0.05).
Tumor-free survival rate in group A (48.1%)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30.8%)
(χ2 = 7.122, P < 0.05).

■背景资料

肝细胞癌是我国
常见的恶性肿瘤
之一. 具有恶性
程度高, 病情发
展快, 治疗效果
差, 发病率高和
死亡率高等特点.
肝切除是肝癌治
疗的根治手段之
一. 应用三维重建
可进行肿瘤的准
确定位, 超声乳
化吸引(cavitron
ultrasonic surgical
aspirator, CUSA)
刀的使用能优化
肝切效果.

CONCLUSION: Hepatectomy performed using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ve technique plus
CUSA is safe and effective.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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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三维重建技术联合超声乳化吸引
(cavitron ultrasonic surgical aspirator, CUSA)刀
施行肝切除术的临床疗效.
方法: 收集2009-01/2012-12在广州医科大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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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肝切除是治疗肝
癌主要手段之一,
肝癌血供丰富, 肿
瘤切除时常伴有
大量出血, 因此,
控制失血成为临
床上亟待解决的
问题. 各临床工作
者以优化肝切除,
减少术中出血为
目标成为该研究
领域中的热点和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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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第二医院肝胆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53例临
床资料, 所有病例均经病理学确诊为原发性肝
细胞肝癌. A组27例, 为术前进行肝脏肿瘤的
三维重建, 术中应用CUSA刀施行肝切除术; B
组26例, 为常规开腹肝切除术, 比较两组的治
疗效果.

现病灶与血管、胆管的关系, 给手术者一个三

结果: 在入肝血流(第一肝门)阻断时间(7.4
min±5.6 min vs 18.3 min±7.6 min, P <0.05)、
术中失血量(出血量>1 L者, 18.5% vs 46.1%,
P <0.05)和术中输血方面(术中有输血者, 22.2%
vs 50.0%, P <0.05), A组显著低于于B组. 此外,
2
两组总生存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χ = 1.165,
P >0.05); 而A组无瘤生存率为48.1%, B组为
30.8%, 经Log-rank检验, A组的无瘤生存率显著
2
高于B组(χ = 7.122, P <0.05).

大降低了手术的难度 [4,5].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结论: 三维重建技术联合C U S A刀行肝切除
术具有相当高地临床疗效, 值得临床应用和
推广.

临床资料, 所有病例均经病理学确诊为原发性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三维重建技术； 超声乳化吸引刀； 肝细胞
癌； 肝切除
核心提示： 三维重建技术联合超声乳化吸引
(cavitron ultrasonic surgical aspirator)刀施行肝切
除术能够缩短入肝血流阻断时间, 减少术中失血
量和术中输血, 提高患者的无瘤生存率. 为临床
开展肝切除手术提供参考和依据, 值得临床应用
和推广.
曹良启， 邵子力， 张大伟， 宋笑冬， 梁惠宏， 薛平． 三维重建

维立体模拟图像[2]. 随着医疗器械在外科手术中
发展, 超声乳化吸引(cavitron ultrasonic surgical
aspirator, CUSA)刀应用于肝切除术中得以广泛
应用 [3] . 配合计算机辅助三维重建系统可以进
行肝肿瘤的准确定位, 确定手术切除范围, 大
2009-01/2012-12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肝胆外科接受三维重建联合CUSA刀和常规开
腹HCC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 旨在分析两种手
段的近远期临床疗效.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收集2009-01/2012-12在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肝胆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53例
肝细胞HCC. A组27例, 为术前进行肝脏肿瘤的
三维重建, 术中应用CUSA刀施行肝切除术, 男
18例, 女7例, 年龄33-87岁, 平均年龄54.2岁±
14.6岁; B组26例, 为常规开腹肝切除术, 术中
使用普通电刀, 其中男17例, 女9例, 年龄37-82
岁, 平均年龄53.8岁±12.1岁(P >0.05). 回顾性
分析两组各临床资料(表1).
1.2 方法
1.2.1 手术: A组患者术前进行上腹部薄层扫描,
扫描层厚1-2 mm, 造影剂(优维显, 300 mgI/mL),
高压注射, 总剂量为70-90 mL, 注射后30、70和
120 s进行动脉期、门脉期及实质期三期扫描.
采用深圳旭东数字影像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影

技术联合Ｃ Ｕ Ｓ Ａ刀施行肝切除术的临床疗效． 世界华人

像诊断软件(通用版Ver100)进行三维重建, 了解

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４３－３８４８ URL: http://www.

肝脏肿瘤的大小、毗邻、剩余肝组织的体积以

wjgnet.com/1009-3079/22/3843.asp DOI: http://dx.doi.

及与血管、胆管的关系等(图1). B组患者未进

org/10.11569/wcjd.v22.i25.3843

行三维重建, 近根据普通CT图片决定手术方案.
A、B两组患者均采用气管插管复合全身麻醉,

■相关报道

方驰华教授将3D
技术应用在复杂
性肝切除术中, 认
为这种技术安全
性高, 值得临床推
广. 同时, 匡铭教
授应用三维手术
模拟系统对肝癌
患者实施精准肝
切除, 疗效肯定.

0 引言

平卧位, 常规肋缘下切口. A组同时采用CUSA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是我国

刀(美国Valleylab公司), B组采用普通电刀, 充分

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具有恶性程度高、病情

暴露肿瘤后, 予以切除, 切线距肿瘤2 cm以上.

发展快、治疗效果差、发病率高等特点. 在我

入肝血流阻断(第一肝门阻断)时间一次不超过

国, HCC年死亡率占肿瘤死亡率的第2位, 就世

20 min, 若超过20 min, 中间开放血流10 min.

界范围内而言, 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 肝切除

1.2.2 术后观察和随访: 手术后常规处理, 观察患

仍然是HCC根治治疗的主要手段. 三维重建技

者一般情况和近期并发症. 并对全部病例的生

术是根据肝脏的薄层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存情况和是否有肿瘤复发进行密切随诊, 出院

tomography, CT)(层厚1 mm)扫描资料, 自动分

后前半年每个月复查肝功能、甲胎蛋白(alpha-

割正常肝脏和病变区域进行处理, 可以计算出

fetoprotein, AFP)、B超等, 每2 mo复查CT或核

肿瘤的体积, 剩余肝的体积, 手术切缘, 可以发

磁共振成像(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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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新盘点

A、B两组各临床病理资料

临床参数

A组

ｎ

3845

B组

2

χ值

P值

２７

２６

性别（男／女）

１８／９

１７／９

０．０１０

０．９２２

ＨＢｓＡｇ（有／无）

２３／４

２１／５

０．１８３

０．６６９

肝硬化（有／无）

２５／２

２３／３

０．２６５

０．６０７

术前肝功能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Ａ／Ｂ）

２３／４

２４／２

０．６６９

０．４１３

ＡＦＰ（≤４００／＞４００ μｇ／Ｌ）

８／１９

９／１７

０．１５１

０．６９７

肿瘤大小（≤５ ｃｍ／＞５ ｃｍ）

６／２１

７／１９

０．１５８

０．６９１

肝内转移（有／无）

３／２４

３／２３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１

血管侵犯（有／无）

２／２５

３／２３

０．２６５

０．６０７

包膜完整（是／否）

９／１８

１０／１６

０．１５１

０．６９７

邻近脏器侵犯（有／无）

２／２５

４／２２

０．８４０

０．３６０

组织学分级１（Ⅰ＋Ⅱ／Ⅲ＋Ⅳ）

４／２３

７／１９

１．１８１

０．２７７

三维重建技术联
合CUSA刀施行
肝切除术能够缩
短入肝血流阻断
时间, 减少术中失
血量和术中输血,
提高患者的无瘤
生存率.

１

Ｅｄｍｏｎｄｓｏｎ－Ｓｔｅｉｎｅｒ分级． ＨＢｓＡｇ：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ＡＦＰ： 甲胎蛋白．

表 2

A、B两组肝切除术中、术后情况

P值

１９／７

０．１５８

０．６９１

７．４±５．６

１８．３±７．６

－５．７０９

０．０００

１７８．１±３５．６

１９７．９±４０．３

－１．９００

０．０６３

A组

B组

ｎ

２７

２６

２１／６

切除范围（＞２肝段／≤２肝段）
入肝血流阻断时间（ｍｉｎ）
手术时间（ｍｉｎ）

2

χ /t 值

观察指标

术中失血量（＞１ Ｌ／≤１ Ｌ）

５／２２

１２／１４

４．６４３

０．０３１

术中输血（有／无）

６／２１

１３／１３

４．４４４

０．０３５

术后近期并发症发生率（％）

１４．８（６／２１）

３８．４（１０／１６）

１．６５７

０．１９８

住院天数（ｄ）

１７．０±５．３

１９．３±７．２

－１．３３２

０．１８９

MRI) 1次, 后半年每2 mo复查肝功能、AFP、B

0.836>0.05), 表明A、B两组具有可比性.

超等, 每3 mo复查CT或MRI一次, 以后每半年复

有关两组术中、术后情况如表2所示: 两

查一次. 统计患者0-36 mo的总生存率和无瘤生

组在切除肝叶、肝段方面无显著差异, 表明两

存率.

组具有可比性; 手术时间A组小于B组, 但无统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

计学差异; 在入肝血流(第一肝门)阻断时间、

析. 通过Kaplan-Meier模型的Log-rank检验比较

术中失血量和术中输血方面, A组显著低于B

生存率之间的差异. 样本理论频数采用χ 进行统

组(P <0.05). 收集两组术后第5天肝脏生化指

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结果用mean±SD表示, 两样

标: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本均数间的比较采用t 检验, P <0.05为差异具有

ALT)(参考区间: 10-40 U/L)、天门冬氨酸氨基

统计学意义.

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参考

2

区间: 10-40 U/L)和白蛋白(albumin, ALB)(参考
2 结果

区间: 40-55 g/L)分别是: ALT(70.3 U/L±29.6

2.1 A、B两组术中和术后情况比较 A组左半肝

U/L vs 82.3 U/L±39.1 U/L, P >0.05); AST(49.7

切除者6例, 左外叶切除者5例, 右前叶切除者5

U/L±16.4 U/L vs 54.3 U/L±18.6 U/L, P >0.05);

例, 右后叶切除者4例, 右半肝切除者6例, 局部

ALB(32.0 g/L±3.0 g/L vs 31.7 g/L±3.2 g/L,

切除者1例. B组左半肝切除者4例, 左外叶切除

P >0.05). 近期并发症A组肺部感染2例, 膈下感

者4例, 右前叶切除者6例, 右后叶切除者5例, 右

染2例, 尿路感染1例, 切口液化1例, 发生率为

2

半肝切除者4例, 局部切除者3例(χ = 2.095, P =

WCJD|www.wjgnet.com

14.8%; B组肺部感染3例, 断面积液并感染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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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三维重建技
术联合CUSA刀
施行肝切除术既
缩短了入肝血流
阻断时间, 减少术
中失血量和术中
输血, 又提高患者
的无瘤生存率. 为
临床开展肝切除
手术提供参考和
依据, 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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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肝脏肿瘤的三维重建. Ａ： 肝脏肿瘤ＣＴ平扫期； Ｂ： 肝脏肿瘤ＣＴ增强期； Ｃ： 肝脏肿瘤三维重建； Ｄ： 肝脏肿瘤
重建后与各组织间的关系； Ｅ： 肝脏肿瘤的手术切除后标本； Ｆ： 手术切除后的肿瘤断面． ＣＴ： 计算机断层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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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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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生存率比较. Ａ： 两组总生存率比较； Ｂ： 两组无瘤生存率比较．

切口液化2例, 胸腔积液合并肺部和膈下感染1

2.2 随访 两组患者共随访0-36 mo, A组总生存

例, 死亡1例, 系重症感染合并肝衰竭, 其余患者

率为59.3%, B组总生存率为57.7%, 生存曲线如

均予以对症处理后控制出院, 发生率38.4%, A

图2A所示, 两组生存率比较无统计学意义(χ

2

组并发症少于B组, 但无统计学意义(χ = 1.657,

= 1.165, P >0.05). A组无瘤生存率为48.1%, B组

P >0.05), 两组在住院时间方面差异不大.

无瘤生存率为30.8%, 生存曲线如图2B所示, 经

2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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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rank检验, A组的无瘤生存率显著高于B组
2

(χ = 7.122, P <0.05).

说服力. 陈焕伟等[11]等报道, CUSA刀的应用改
进了肝脏外科技术, 能够实施精准的肝切除术,
减少了术中出血, 增加了手术的彻底性和安全

3 讨论

性, 降低了手术的风险.

三维重建技术可以在术前清楚地观察到肝脏

我们将两组患者共随访0-36 mo, 在总生存

肿瘤和血管、胆管的关系, 评估剩余肝的体

率方面, 两组无差异(χ = 1.165, P >0.05); 但在无

积, 他不仅为临床医生提供一种形象化立体概

瘤生存率方面, A组的无瘤生存率显著高于B组

念, 而且对变异的血管观察、肿瘤的侵犯范

(χ = 7.122, P <0.05). 这表明: 通过三维重建配合

围、选择正确的手术方式具有非常大的帮助.

CUSA刀能够降低肝切除后的肿瘤复发. 无瘤生

肝切除术是H C C的根治方法之一, 直接影响

2

2

存与术中肿瘤有无侵犯大血管和病理类型有关,

患者的预后 [6] , 术后复发和转移与手术操作、

开腹手术中的挤压或压迫可能会使肿瘤细胞被

切除范围、淋巴清扫、癌栓和规范化处理等

动入血或种植, 造成复发[12,13]. 而通过三维重建

存在一定的关系 [7] . 随着微创器械和影像医学
[8]

配合CUSA刀, 整个手术过程合理稳妥地处理血

相互结合, 手术的安全性大大提高 . CUSA刀

管, 提高了术者肝切除的成功率[14,15], CUSA刀兼

具有选择性分离肝组织的功能, 有效地保护血

有超声消融和止血功能, 可能与其无瘤生存率

管、胆管和神经组织, 同时具有超声切割止

较高有关. 这一结论尚缺少前瞻性的随机对照

[9]

血, 冲洗和吸引的功能 . 我们通过三维重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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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CUSA刀: 是一种
超声外科吸引器,
他是通过振动细
胞内的水分子, 使
富含水分的细胞
空化, 空化的细胞
与震动的刀头发
生共振导致最终
破裂. 他不能切割
富含胶原蛋白和
纤维蛋白的组织
结构(如血管、胆
管、输尿管等),
而且对周围组织
的损伤不良反应
小, 在各种外科器
械中是最安全的
一种.

研究, 也为我们今后指明了方向.

合C U S A刀实施肝切除发现: 通过术前影像学

总之, 三维重建技术联合CUSA刀施行肝切

检查和病灶组织的三维重建可以清楚显示肿

除术能够缩短入肝血流阻断时间, 减少术中失

瘤大血管的分布, 协助选择合适的入路, 配合

血量和术中输血, 提高患者的无瘤生存率. 这些

C U S A刀切割、止血, 避免了大出血和胆漏的

临床研究结果为临床开展肝切除手术提供了参

发生和周围组织的损伤, 提高肝切除术的安全

考和依据.

性和疗效.
A、B两组术前在性别、表面抗原、肝硬
化、肝功能、AFP、肿瘤大小、血管侵犯、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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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endoscopic
ultrasound (EUS)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cted
pancreatic pseudocysts (PPs).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2008 and December 2013, 25 patients were admitted to our center
for infected PPs and underwent EUS. The clinical data about therapies and recovery of th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ll patients underwent EUS with
transgastric stenting and BD drainage. One
patient required laparoscopic surgery because
therapeutic EUS was unsuccessful. Mean operative time was 48.3 min ± 27.6 min. Mean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was 8.4 d ± 3.7 d.
The median follow-up period was 19.6 mo. No
recurrence or other complications oc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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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Endoscopic ultrasound is a safe,
effective and minimally invasive therapeutic
method for infected PPs.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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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超声内镜在治疗胰腺假性囊肿感
染中的作用, 总结相关手术经验.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01/2013-12大港油田
总医院和天津市南开医院微创外科中心收治
的25例行超声内镜治疗的胰腺假性囊肿患者
的临床资料、手术方式、术后恢复情况及并
发症.

■背景资料

胰腺假性囊肿是
腹部外科常见病,
常并发于急、慢
性胰腺炎及胰腺
外伤后, 引起顽
固性腹痛、消化
不良甚至消化系
梗阻, 同时由于
胰腺解剖位置的
特殊性, 经皮穿
刺引流易损伤周
围脏器, 而传统
手术治疗创伤大,
并发症多, 患者
均难以接受. 一
旦囊肿感染, 临
床处理更为棘手,
本研究采用超声
内镜经胃置入塑
料支架和经鼻囊
肿管冲洗引流治
疗胰腺假性囊肿
感染, 疗效满意,
为临床处理提供
了一个新的思路.

结果: 25例患者中, 24例成功行超声内镜治疗,
于囊腔内置入塑料支架内引流及鼻囊肿引流
管外引流, 1例行腹腔镜手术治疗. 平均手术时
间为48.3 min±27.6 min, 术后住院时间为8.4 d
±3.7 d. 术后平均随访19.6 mo, 患者腹痛症状
明显缓解, 体质量指数较术前升高, 无手术相
关并发症及囊肿复发.
结论: 超声内镜治疗胰腺假性囊肿感染是一
种安全有效并且微创的方法.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超声内镜； 胰腺假性囊肿； 感染； 支架
核心提示： 本文就超声内镜治疗胰腺假性囊肿合
并感染进行了疗效分析, 采用胃内引流结合鼻囊
肿引流管外引流的方法, 既加强了引流效果, 又
可通过鼻囊肿引流管注入抗生素及生理盐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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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目前, 在国内外均
有采用超声内镜
治疗胰腺假性囊
肿的报道, 其研究
主要集中于操作
技巧、临床疗效
和长期随访结果
等, 针对胰腺假性
囊肿的治疗, 尚未
达成共识, 而针对
囊肿感染的治疗
报道较少, 单纯超
声内镜下置入支
架引流效果欠佳,
如何找到一种微
创且疗效确切的
治疗方式是临床
医师亟待解决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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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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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治疗.
子泵抑制剂, 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及鼻囊肿引流
管引流情况, 引流液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 术
后第1天可进流质并下床活动. 术后第2天通过
鼻囊肿引流管使用抗生素盐水间断进行囊腔冲

0 引言
胰腺假性囊肿(pancreatic pseudocysts, PPs)是常
见的胰腺囊性损害, 位于胰腺内或胰腺邻近, 为
局限化的富含胰酶的液体积聚, 由非上皮性的
囊壁包绕. 其临床表现为顽固性腹痛、胰腺外
分泌功能不足等. 囊腔感染是PPs较为棘手的并
发症之一, 单纯抗生素治疗难以奏效, 经皮穿刺
术引流创伤大, 并发症多, 患者不易耐受. 我们
采用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und, EUS)经
胃置入塑料支架和经鼻囊肿管冲洗引流感染的
PPs, 取得满意的疗效, 现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择2008-01/2013-12就诊于大港油田
总医院和天津市南开医院微创外科中心的P P s
合并感染患者25例, 其中男性14例, 女性11例, 年
龄23-72岁, 平均年龄58.3岁. 其中急慢性胰腺炎
病史23例, 外伤后2例, 胰腺术后1例, 病史7-16
wk, 平均病史9.4 wk. 临床主要表现为上腹痛、
腹胀, 发热超过38 ℃, 其中9例伴恶心呕吐, 3例

洗, 待囊液引流清亮后, 复查腹部B超或CT, 症
状好转后可置入10 F r支架代替鼻囊肿引流管.
记录患者术后恢复情况, 包括手术时间、术后
出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及手术前和手术后5 d
血常规情况. 出院后每月门诊复查, 记录患者体
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 采用疼痛数
字分级法(numeric rating scale, NRS)记录患者
疼痛评分, 1-3分为轻度疼痛, 4-6分为中度疼痛,
7-10分为重度疼痛. 囊肿消失1 mo后行胃镜治
疗取出支架.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 计量资料用mean±SD表示, 采用t 检验,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5例患者中, 24例成功行超声内镜治疗, 于囊腔
内置入塑料支架内引流及鼻囊肿引流管, 治疗
成功率96%, 1例胰头部单发囊肿由于无法找到
理想穿刺部位遂行腹腔镜手术引流. 平均手术
时间为48.3 min±27.6 min, 术后住院时间为8.4
d±3.7 d. 24例患者引流囊液行细菌培养及药敏
试验, 培养均为阳性, 其中大肠杆菌20例, 表皮

伴消化不良. 术前血常规白细胞均高于正常, 术

葡萄球菌1例, 大肠杆菌合并铜绿假单胞菌2例,

前血培养阳性3例, 为大肠埃希氏菌. 术前患者

合并肺炎克雷伯菌1例. 术后并发症率4%(1/25),

均行腹部B超、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

为支架堵塞, 于术后第3天再次行EUS治疗后好

mography, CT)或磁共振成像检查, 明确诊断, 并

转, 其余患者恢复顺利, 腹痛及发热症状好转,

除外胰腺囊腺瘤及囊腺癌. 25例患者中22例为

术后3 d复查血常规, 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计数

单发囊肿, 3例为多发囊肿, 11例囊肿位于胰头

本文就超声内镜
治疗胰腺假性囊
肿合并感染进行
了疗效分析, 与以
往研究的不同之
处在于, 不仅采用
胃内引流, 而且同
时采用鼻囊肿引
流管外引流, 既加
强了引流效果, 又
可通过鼻囊肿引
流管注入抗生素
及生理盐水灌洗,
达到抗感染促进
吸收的作用, 指导
并评价疗效及预
后, 具有很好的临
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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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术后处理: 术后常规使用广谱抗生素、质
刘旭峰， 郑明伟， 刘毅， 李宁． 超声内镜在治疗胰腺假性囊肿合并

引流容易误伤胃肠道, 引流效果欠佳, 而传统手

■创新盘点

第２２卷

部, 囊内无分格, 14例囊肿位于胰体尾部, 囊肿
最大15.0 cm×10.0 cm, 最小5.5 cm×3.0 cm.
1.2 方法
1.2.1 手术: 使用线阵型超声内镜(富士能, F ujinon SU-7000), 进镜后扫查胃壁及周围脏器,

较术前明显下降(表1), 无治疗相关出血、消化
系穿孔及胰漏等并发症.
术后平均随访19.6 mo(6-34 mo), 1例患者于
术后2 mo因突发上腹部疼痛就诊, CT显示PPs较
1 mo前无明显减小, 囊腔内未见支架, 考虑为支
架移位, 再次行EUS治疗后好转. 24例患者共行

尤其是受压的胃壁, 明确囊肿的大小、与胃壁

EUS治疗50次, 置入57枚支架. 无手术相关并发

的距离, 避开血管, 选择相对安全的穿刺点. 在

症及囊肿复发. 随访期间记录术后3 mo BMI及

EUS引导下, 穿刺针穿刺PPs, 抽取囊液检查. 以

疼痛评分, 于术前对比均有所改善(表2).

针刀切开胃壁, 可见感染性囊液流出, 置入导丝
进入囊腔, 使用柱状水囊扩张通道, 行囊腔造影,

3 讨论

选择较低位置置入10 Fr双猪尾硅胶支架, 并置

P P s是急慢性胰腺炎常见并发症, 主要表现为

入7 Fr鼻囊肿引流管. 镜下检查无明显出血后结

顽固性腹痛、胰腺外分泌功能不足等, 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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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术前及术后3 d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计数对比 [n = 24, mean±SD, (×109/L)]

表 1

术前

术后3 d

t值

P值

白细胞计数

１４．６±３．７

７．４±３．１

７．３０７

＜ ０．０００１

中性粒细胞计数

１０．２±３．５

４．３±３．２

６．０９５

＜ ０．０００１

项目

表 2

术前与术后3 mo 疼痛数字分级法和身体质量指数对比 (n = 24, mean±SD)

项目

术后3 mo

t值

P值

５．４±２．５

３．２±１．７

３．５６５

０．０００９

２１．５±３．６

２４．３±３．２

２．８４８

０．００６６

术前

疼痛数字分级法
身体质量指数（ｋｇ／ｍ２）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传统上对于P P s的治疗以

下胃壁受压最为明显的部位多为首选[12,13], 其有

手术内引流为主, 但手术对患者创伤较大, 患

利于囊肿的引流, 而且在胃壁高张力下穿刺易

[1]

者不易耐受 . 近年来, 随着微创外科理念的

于避开胃壁血管. 而理论上PPs的最低位置能获

不断发展, 超声内镜引导下经胃置入支架引流

得最佳的引流效果, 但通常与胃壁距离较大, 具

PPs成为临床上一个新的选择[2], 主要适用于胰

有更大的操作难度. 因此, 根据EUS扫描情况选

腺假性囊肿与胃壁紧贴的情况, 与外科手术、

择合适的穿刺点十分重要, 条件允许时可置入

经皮引流术相比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 易于为

多个支架, 能达到更好的引流效果, 防止囊肿复

患者接受

[3,4]

EUS治疗PPs的主要优势有: (1)准确定位,

确囊肿情况, 如囊肿减小、症状好转可置入10

避开较大的血管, 选择最佳穿刺点; (2)可清楚

Fr支架代替鼻囊肿引流管. 本组24例患者平均行

显示穿刺及置管的全过程, 避免穿刺针刺透囊

EUS治疗2.08次, 平均置入支架2.37枚.

壁; (3)能观察到囊肿缩小及消失的过程, 由此判

文献报道, 支架移除后胰腺假性囊肿的复

. 因此与传统外科手术相比, EUS

发率为4.8%[16]. 本组术后平均随访19.6 mo(6-34

治疗可最大限度地减少穿孔、出血等并发症的

mo), 23例患者恢复顺利, 无囊肿复发, 1例患者

定治疗效果

针对胰腺假性囊
肿感染这一棘手
问题, 本研究采用
胃内引流结合鼻
囊肿引流管外引
流的方法, 既加强
了引流效果, 又可
通过鼻囊肿引流
管注入抗生素及
生理盐水灌洗, 结
合内镜微创治疗
及经自然腔道手
术理念, 为胰腺假
性囊肿感染、甚
至重型胰腺炎胰
腺坏死感染的治
疗提供了一个新
的治疗思路, 具有
良好的临床推广
价值.

发[14,15]. 囊液引流清亮后, 复查腹部B超或CT, 明

.

[5,6]

3851

[7]

[8]

[9]

发生率 . 同时, Varadarajulu等 和Park等 分别

于术后2 mo因突发上腹部疼痛就诊, CT显示PPs

通过前瞻性研究表明, 与单纯内镜下引流相比,

较1 mo前无明显减小, 囊腔内未见支架, 考虑为

EUS治疗具有更高的成功率.

支架移位, 再次行EUS治疗后好转. 术后3 mo随

而PPs合并感染则较为棘手, 由于感染后的
囊液较为黏稠, 且多伴有大量坏死感染组织, 易

访患者BMI较术前明显增加, 疼痛评分较术前有
所改善(P <0.01), 治疗有效率达100%.
总之, 尽管仍缺乏大宗随机对照研究, EUS

于堵塞支架, 单纯EUS下置入支架引流往往效果
[10]

欠佳, 往往需要反复治疗 . 在本研究中, 我们在

治疗胰腺假性囊肿合并感染安全有效, 具有创

EUS引导下, 同时置入支架内引流和经鼻囊肿引

伤小、可反复操作的特点, 相信随着EUS技术的

流管外引流, 主要目的有: (1)类似于多支架引流,

发展可作为首选方法在有条件的单位开展.

达到较好的引流效果; (2)可通过鼻囊肿引流管
滴入抗生素盐水冲洗囊腔, 避免囊腔内组织完
全堵塞支架; (3)通过鼻囊肿引流管行外引流, 观
察囊液性状的改变, 有无出血、胰漏等[11]. 本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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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erent 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 procedures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pancreatitis combined with juxtapapillary duodenal diverticulum.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18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idiopathic
pancreatitis combined with juxtapapillary
duodenal diverticula and treated at our hospital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was performed.

WCJD|www.wjgnet.com

Th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recurrence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patients
undergoing two different sphincterotomy procedures.
RESULTS: Of the 18 patients, 17 underwent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ERCP), and the success rate was 94.44%.
All these 17 patients received 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 of whom 8 received small
incision and balloon dilatation and 9 received
middle incision; 14 received endoscopic nasal bile duct drainage and 3 received bile
duct stenting. In the middle incision group, 2
cases had intraoperative minor bleeding and
1 case developed postoperative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No major complications such as
massive perforation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背景资料

特发性胰腺炎
(idiopathic pancreatitis, IP)是指
反复发作的, 但通
过病史采集、B
超、计算机断层
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
磁共振胆胰管成
像(magnetic resonanc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MRCP)、超声内
镜后仍难以确定
病因的胰腺炎.

CONCLUSION: The small incision and balloon
dilatation method may be more safe and effective in patients with idiopathic pancreatitis
combined with juxtapapillary duodenal diverticulum, and it can also help clarify the etiology
and achieve effectiv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recurrence.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Idiopathic pancreatitis; 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 Juxtapapillary duodenal diverticulum;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
Chen LL, Bu P, Chen CW, Deng DH, Liu J, Chen J.
Diagnostic value of different 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
procedures in idiopathic pancreatitis combined with
juxtapapillary duodenal diverticulum.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4; 22(25): 3853-3856 URL: http://
www.wjgnet.com/1009-3079/22/3853.asp DOI: http://
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53

摘要
目的: 评价不同的乳头切开法在合并十二指肠

■同行评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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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随着ERCP技术
的快速发展, 十二
指肠乳头旁憩
室(juxtapapillary
duodenal diverticulum, JPD)的发
现率逐渐增高, 目
前也有相关研究
表明, JPD可能为
IP的病因之一.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乳头旁憩室(juxtapapillary duodenal diverticulum,
JPD)的特发性胰腺炎(idiopathic pancreatitis, IP)
中的诊治价值.
方法: 回顾性研究扬州大学临床医学院附属
医院7年来收治的18例合并JPD的IP, 通过比
较二种不同的乳头括约肌切开(e n d o s c o p i c
sphincterotomy, EST)方式, 比较其术后的并发
症, 并随访复发率.

第２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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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D)的发现率逐渐增高, 目前也有相关研究表
明, JPD可能为IP的病因之一[4,5], 但对于合并JPD
的IP, 如何能够安全的进行内镜下治疗尚在探讨
之中. 本研究比较两种不同的乳头切开方式对
于合并JPD的IP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2005-06/2012-01在扬州大学临床医学
院附属医院行ERCP治疗的患者共1864例, 55例

结果: 18例患者成功17例, 成功率94.44%, EST
17例, 其中小切开+柱状气囊扩张8例, 中切开
9例, 鼻胆管引流14例, 胆管支架置入3例, 中切
开组术中少量出血2例, 术后出血1例, 两组皆
无严重的穿孔、死亡等并发症.

患者为I P, 所有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腹胀、腹

结论: 十二指肠乳头小切开+柱状气囊扩张对
于合并JPD的IP, 可能更为安全有效, 能够进
一步明确病因、有效的控制并预防复发, 值
得临床推广, 但仍需进一步扩张样本量进一
步研究.

者术中发现合并JPD, 因不能行EST, 憩室内乳头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1.2 方法 均采用禁食、胃肠减压、抑酸、抑制

关键词： 特发性胰腺炎； 不同的乳头肌切开术； 十二
指肠憩室旁乳头； 逆行胰胆管造影术
核心提示： 对于合并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j u xtapapillary duodenal diverticulum)的特发性胰
腺炎(idiopathic pancreatitis), 乳头括约肌切开
(endoscopic sphincterotomy)小切开+柱状气囊扩
张可能更为安全有效, 同时能够促进胰腺炎恢
复、预防复发, 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陈莉丽， 卜平， 陈超伍， 邓登豪， 刘军， 陈娟． 不同乳头切开法在

痛, 腹部CT、淀粉酶均符合急性胰腺炎的诊断
标准, 均排除了其他病因, 如胆道疾病、高脂血
症、药物、乙醇等, 以及胰腺分裂、胆胰汇流
异常以及环状胰腺等先天性原因, 其中18例患
未纳入, 除1例因憩室内翻型乳头未能插管成功
外, 17例合并JPD患者在住院期间行EST术, 女10
例, 男7例, 年龄22-69岁, 平均年龄58.2岁, 皆复
发2次以上, 其中复发3次以上8例.
胰腺外分泌药物等治疗. 皆在72 h内行ERCP术,
术前常规肌注地西泮10 m g、哌替啶50 m g、
654-2 10 mg, 使用Olympus TJF260十二指肠
镜, 在导丝引导下插管, 予以聪明刀切开乳头
1/2-2/3, 根据切开大小分为2组, EST中切开组9
例, EST小切开, 同时柱状气囊扩张8例, 皆用气
囊清理胆管. 术后根据情况选择放置鼻胆管或
者胆管支架, 并予以预防感染、抑酸、预防胰
腺炎等治疗.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学
2

合并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的特发性胰腺炎中的应用价值． 世界

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 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t 检验,

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５３－３８５６ URL: http://www.

所有数据均采用mean±SD表示, P <0.05表示差

wjgnet.com/1009-3079/22/3853.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853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相关报道

近年来随着内镜
技术的发展, 十二
指肠憩室被检出
率明显提高, 文献
报道为5%-22%.

0 引言

所有18例患者均行E R C P术, 17例成功插管并

特发性胰腺炎(idiopathic pancreatitis, IP)是指反

造影, 其中单个憩室12例, 双憩室4例, 多憩室

复发作的, 但通过病史采集、B超、计算机断层

2例; 乳头位于憩室内2例, 位于憩室下方13例,

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磁共振胆胰管

位于憩室上方1例, 位于憩室间2例; 其中1例憩

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cholangiopancreatogra-

室内翻型乳头未能插管成功; 17例造影成功,

phy, MRCP)、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und,

皆成功行E S T, 其中予以E S T中切开9例, 小切

EUS)后仍难以确定病因的胰腺炎

[1-3]

, 随着逆行

开+柱状气囊扩张8例; 造影显示: 9例有泥沙状

胰胆管造影(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

胆汁, 6例胆总管下段及末段狭窄, 2例胆管无

creatography, ERCP)技术的快速发展, 十二指肠

明显异常; 常规行胰管造影, 14例胰管显影, 主

乳头旁憩室(juxtapapillary duodenal diverticulum,

胰管形态均正常; 予以网篮、气囊清理胆道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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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圣诞树支架置入3例, 鼻胆管引流术14例.

期的随访过程中17例患者复发率11.76%, 两

中切开组术中有2例少量出血, 予以去甲肾上

组无明显差别. 明显小于相关报道I P的复发率

腺素局部喷洒止血, 术后有1例出现黑便, 急诊

27%[14,15], 两组无明显差别, 也说明不同程度的

内镜止血治疗后好转, 有1例出现一过性血淀

EST在合并憩室的IP患者中皆能够有效预防IP

粉酶升高, 小切开+柱状气囊扩张组1例出现一

的发生, 但可能因病例数较少, 尚不能比较出不

过性血淀粉酶升高, 1例发生胰腺炎, 均经治疗

同切开方式对于其复发率的影响.

后痊愈出院. 所有患者均无穿孔、死亡等严重

总之, JPD可能为IP的病因之一, 对于合并

并发症发生. 术后随访6-80 mo, 两组各有1例复

JPD的IP患者, 因憩室导致解剖结构的改变, EST

发, 随访期间总体复发率为11.76%, 两组之间

小切开+柱状气囊扩张可能更为安全有效, 同时

无统计学差异.

能够促进胰腺炎恢复、预防复发, 值得临床进

3855
■创新盘点

对于合并JPD的
I P, 如 何 能 够 安
全的进行内镜下
治疗尚在探讨之
中. 本研究比较两
种不同的乳头切
开方式对于合并
JPD的IP患者的安
全性及有效性.

一步推广,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病例数进行
3 讨论

随机比较研究.

JPD占十二指肠憩室的70%, 是指发生在十二指
肠乳头旁2.5 cm以内憩室, 主要是由胃十二指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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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in elderly patients.
METHODS: Patients who underwent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at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08 to February 2014, including those aged over
65 year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re were 68 patients in the old
age group and 201 patients in the young age
group.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c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ld and young groups in postoper-

WCJD|www.wjgnet.com

ative complications or mortality rate (P > 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ates
of postoperative biliary fistula, hemorrhage,
abdominal infection, gastric emptying, and intestinal obstru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can
be performed in aged people. Intensive perioperative care and excellent operative techniques
of operators are important for operative security
and standardization. Early evaluation and intervention and timely treatment should be done
after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背景资料

随着社会老龄化,
需要行胰十二指
肠切除术的高龄
患者逐渐增加, 而
高龄患者往往合
并着心肺等主要
器官的功能减退,
伴或者不伴有相
关基础疾病, 这大
大增加了胰十二
指肠切除术的手
术风险和围手术
期的不良事件的
发生. 本研究就高
龄胰十二指肠切
除术的围手术期
处理做回顾分析,
提高术后的病死
率和减少围手术
并发症的发生率.

Key Words: Elderly patients;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Periampullary carcinoma;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Lin XS, Huang Q, Hu YG, Wang C, Yang J,
Yao SH. Clinical assessment of feasibility of
pancreaticoduodenectomy in elderly patien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4; 22(25): 3857-3862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857.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57

摘要
目的: 探讨高龄患者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
可行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02/2014-02于安徽医科
大学附属安徽省立医院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的临床资料, 对于年龄≥65岁的高龄患者进行
分析.
结果: 共纳入高龄组患者68例, 低龄组患者
201例, 两组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围手术期
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高龄组
患者术后胆瘘、出血、腹腔感染、胃排空障
碍、肠梗阻的发生率较低龄组高,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 .
结论: 高龄不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手术禁
忌证, 加强围手术期诊断和处理和胰腺专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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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尚无相
关文献系统的说
明高龄患者胰
十二指肠切除术
的注意点和特殊
之处, 因此本研究
回顾性分析我院
的诊治经验, 从而
能为读者提供实
际临床的经验, 减
少术后并发症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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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手术安全性和规范
性的保证, 对高龄患者强调术前或术中病理诊
断, 术后应积极早期干预和处理相关并发症.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组), 非高龄患者201例(低龄组). 其中269例患者
的详细资料详如表1.
1.2 方法
1.2.1 手术指征: 所有病例均在术前行影像检查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显示在胰头十二指肠壶腹部病灶局限, 无门静

关键词： 高龄患者；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壶腹部肿
瘤； 术后并发症
核心提示： 本研究表明,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
影像学技术进步, 术前准确的评估、麻醉术、
术后监护、护理、抗生素、营养方面技术的加
强, 65岁以上高龄患者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安
全性也在不断提高, 对于高龄, 有手术指征的壶
腹周围肿瘤的患者, 不应放弃根治性胰十二指
肠切除术.
林先盛， 黄强， 胡元国， 王成， 杨骥， 姚嗣会． 高龄患者胰十二指肠
切除术的可行性．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５７－３８６２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857.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57

脉截断, 且腹腔干、肝总动脉和肠系膜上动脉
周围无软组织包裹, 腔静脉主动脉间无肿大淋
巴结, 无腹水.
1.2.2 手术: 本组病例均行根治性胰十二指肠切
除术, 所有均采用经典Child法重建消化系: 即
消化系重建顺序依次为胰肠吻合, 胆肠吻合, 胃
肠吻合. 其中有32例行胰肠端端套入吻合术, 其
余胰肠吻合方法为胰肠端侧双层套入吻合术.
所有病例均常规放入胰管支撑架及空肠营养
管, 未置入胆道支撑管. 术后常规将标本行病
理检查. 手术时间为3-10 h, 平均6.5 h, 术中出
血200-2000 mL, 平均出血480 mL, 出血量超过
1000 mL(包含1000 mL)的患者48例; 胰腺质地较
硬者124例.

0 引言

1.2.3 术后并发症的诊断标准: 胰瘘的诊断标准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是作为壶腹部周围肿瘤和

参考2010年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及2005年国

某些良性疾病治疗的标准手术术式, 自1935年

际胰腺病学组制定的[7,8]标准, 分为三级(表2). 其

W h i p p l e首次实施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以来, 随

他的术后并发症即术后出血、胆瘘、胃排空延

着外科学技术的进步, 手术的安全性有较大的

迟、腹腔感染等诊断及治疗参照2010年中华医

提高, 围手术期的死亡率控制在5%以下, 但是

学会外科学分会制定的标准.

, 且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IBM SPSS18.0统

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和癌症发生率增加, 高龄

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定量资料的比较应用t

壶腹周围癌患者逐渐增加, 而高龄患者往往合

检验, 定性资料的检验采用χ 检验. 对高龄及低

并着心肺等主要器官的功能减退, 伴或者不伴

龄组术后并发症进行对比分析, 所有病例随访

有相关基础疾病, 这大大增加了胰十二指肠切

均定期电话或者门诊随访, 了解术后恢复情况.

除术的手术风险和围手术期的不良事件的发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其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却高达30%-60%

生

[4-6]

[1-3]

. 目前尚无相关系统性的文献分析高龄

患者在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术中和围手术

2

2 结果

期的特殊之处, 现为进一步明确高龄胰十二指

2.1 术前一般情况比较及术后病理 由表1可知,

肠切除术的围手术期相关处理, 现回顾性分析

高龄组与低龄组在术前的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2008-02/2014-02于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徽省立
医院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269例患者资料, 分
析对于高龄( ≥ 65岁)患者实施胰十二指肠切除
术的安全性和围手术期的经验.

transaminase, AST)、术前白蛋白、前白蛋白、上
腹部手术史以及合并基础疾病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0.05). 高龄组和低龄组的术前谷丙转氨
酶(alanine transaminase, ALT)、糖链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 CA199)、CA50、糖尿病的

1 材料和方法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由此可见: 高龄组术

1.1 材料 选择2008-02/2014-02于安徽医科大学

前的白蛋白、前白蛋白水平低于低龄组(P <0.05);

附属安徽省立医院共完成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

术前的胆红素和谷丙转氨酶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患者274例, 其中有269例有完整的临床资料, 在

义; 高龄组术前的谷草转氨酶水平高于低龄组

269例患者中, 其中 ≥ 65岁患者68例(高龄患者

(P <0.05); 两组间的肿瘤指标(CA199和CA50)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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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269例患者的详细资料

高龄组

低龄组

P值

２６９（１５５， ５７．６）

６８（４６， ６７．６）

２０１（１０９， ５４．２）

０．０５３

５６．９６±１１．１９

７０．１５±４．４５

５２．５０±９．０７

０．０００

胆红素（μｍｏｌ／Ｌ）

１１１．５０±１１８．００

１３２．１０±１３７．１３

１０４．５０±１１０．３０

０．０９５

ＡＬＴ（Ｕ／Ｌ）

１４９．６０±１５８．１０

１６３．３０±１７８．７８

１４４．９４±１５０．９７

０．４０９

ＡＳＴ（Ｕ／Ｌ）

１０５．８０±１１６．９０

１３６．５０±１７６．００

９６．１０±８８．８２

０．０１４

３８．００±５．２５

３６．９２±４．７６

３８．４９±５．３６

０．０３２

前白蛋白（ｇ／Ｌ）

１９２．７０±８４．０６

１６３．４０±５８．００

２０３．１１±８９．３１

０．０００

ＣＡ１９９（ｎｇ／ｍＬ）

１４１．６０±３９６．９６

１５０．４８±１９２．３５

１３８．３０±４５０．０３

０．８２８

ＣＡ５０（ｎｇ／ｍＬ）

４０．３８±１０２．９６

６０．００±１４１．１３

项目

总病例

性别［男， ｎ （ｎ １， ％）］
年龄（岁）

白蛋白（ｇ／Ｌ）

3859

３３．００±８３．７５

０．５８４

上腹部手术史ｎ （％）

５２

２３（３３．８）

２９（１４．４）

０．０００

糖尿病ｎ （％）

２０

８（１１．７）

１２（５．９７）

０．１１５

合并基础疾病ｎ （％）

６９

２９（４２．６）

４０（１９．９）

０．０００

目前认为, 高龄不
是胰十二指肠切
除术的手术禁忌.
且在随着医学技
术的进步, 影像学
技术进步, 术前准
确的评估、麻醉
术、术后监护、
护理、抗生素、
营养方面技术的
加强, 高龄患者胰
十二指肠切除术
的安全性也在不
断提高, 手术难度
及风险已不再是
阻碍根治性切除
的主要因素.

ＡＬＴ：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ＳＴ：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ＣＡ： 糖链抗原．

表 2

术后胰瘘的分级

表 3

分级依据

A级

临床表现

B级

C级

高龄组和低龄组术后病理分析比较 n(%)

术后病理

全组

ｎ

高龄组

低龄组

P值

良好

良好

出现症状或较差

２７７

６８

２０１

针对性治疗

无

有或无

有

良性肿瘤（块）

３５

５（７．３５）

３０（１４．９）

０．１０９

超声或计算机断层

－

－或＋

＋

低分化癌

４３

９（１３．２）

３４（１６．９）

０．４７４

中分化癌

１４２

２８（４１．１）

１１４（５６．７）

０．０２６

高分化癌

４９

２６（３８．２）

２３（１１．４）

０．０００

扫描
术后３ ｗｋ持续引流

无

通常是

是

再次手术

否

否

是

与术后胰瘘相关死亡

无

无

可能是

感染征象

无

有

有

术后并发症75例(27.8%), 其中胰瘘33例

败血症

无

无

有

再次入院

否

是或否

是或否

(12.2%), 按照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制定的胰
腺术后胰瘘的分级标准, 分为A级(15例)、B级
(11例)、C级(7例), 并大多伴有腹腔出血或者消

无统计学意义(P >0.05); 高龄组术前上腹部手术

化系出血, 通过在引流液淀粉酶测定后, 加强腹

史发生率高于低龄组(P <0.05); 高龄组和低龄组

腔冲洗和负压引流, 并加大止血药及抑酶药物

的糖尿病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高

(奥曲肽、生长抑素等)的应用后, 保守治疗成功.

龄组的基础疾病发生较低龄组多(P <0.05).

胆瘘7例(2.60%), 均发生在术后3-4 d, 主要

所有手术病例术后均进行常规病理切片分

表现是腹腔引流管引流出较大量胆汁样液体,

析(表3). 肿瘤位置的比较详如表4. 术后病理证

并引流液胆红素水平高于血清胆红素水平正常

实所有肿块均为R0切除. 由表3可知, 高龄组和

值3倍以上, 以上病例在予以通畅吻合口处引流,

低龄组的中分化癌例数和高分化癌例数的差异

同时加强保肝, 退黄药物后均获得好转.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而高龄组和低龄组在良

出血21例(7.80%), 其中胃肠吻合口出血11

性肿块例数及低分化癌例数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例, 予以胃肠减压, 吻合口积极引流并家用止血

义(P >0.05). 由表4可知, 高龄组和低龄组的肿瘤

药物后止血成功, 腹腔出血10例, 早期出血3例,

位置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死亡1例, 晚期出血7例, 死亡3例. 其余分别予以

2.2 全组术后并发症的情况及处理 纳入研究病

对症治疗后症状好转.

例中, 在围手术期死亡例数5例(1.85%), 其中4例

腹腔感染22例(8.17%), 分别在术后72 h后出

主要是因为不同原因所致腹腔大出血至失血性

血高热, 肠麻痹以及其他部位感染征象(感染, 泌

休克死亡, 另外1例系感染性休克伴随呼吸衰竭

尿系感染等), 其中分别通过B超诊断, 或者引流

死亡.

液培养阳性. 对于未并发腹腔出血的腹腔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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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高龄组和
低龄组同时进行
比较, 在比较中得
出相关差异性和
术后并发症及围
手术期处理的区
别, 为临床提供经
验参考.

表 4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第２５期

肿瘤位置的比较

全组

ｎ

２７７

６８

２０１

４１

１０（１４．７％）

３１（１５．４％）

０．８８７

１０５

２６（３８．２％）

７９（３９．３％）

０．８７６

胰头

８３

２３（３３．８％）

６０（２９．８％）

０．３９８

壶腹部

４０

９（１３．２％）

３１（１５．４％）

０．６６１

胆总管下段
十二指肠乳头

高龄组

低龄组

P值

肿瘤(块) 位置

表 5

第２２卷

高龄组和低龄组并发的比较

项目

ｎ

高龄组

低龄组

P值

６８

２０１

２１（３０．８）

５４（３６．８）

０．５３４

３（４．４１）

２（０．９）

０．０７１

胰瘘

８

２５

０．８８４

胆瘘

５

２

０．００４

肠瘘

５

５

０．０６７

出血

１０

１１

０．０１４

腹腔感染

１２

１０

０．００１

胃排空障碍

６

６

０．０４４

肠梗阻

３

１

０．０２１

术后住院时间（ｄ）

１９．０２±７．００

１８．３７±８．３８

０．４６３

总住院时间（ｄ）

２７．９０±８．０３

２６．９１±９．２６

０．４２７

住院费用（元）

６７８４３．４７±２３４５２．６７

６１８１９．７２±２３８３６．３

０．０７２

总并发症例数ｎ （％）
死亡ｎ （％）

在行积极的抗感染治疗后, 症状基本好转. 对于

12.35%. 其中高龄组术后1年、3年、5年的生存

并发腹腔出血和胰瘘的患者, 经过加强引流, 经

率分别为: 56.23%、22.17%和9.31%. 总病例术

皮经肝胆管引流术, 抗感染, 输血治疗后症状好

后1、3、5年的肿瘤复发率分别为: 47.24%、

转, 仅1例出现严重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51.23%、62.12%. 高龄组术后的1年、3年、5

胃排空障碍12例(4.46%), 主要原因为不能

年的肿瘤复发率分别为: 49.31%、54.24%、

规律进食, 出现消化不良, 腹胀等主诉. 且术后

64.31%. 由上可见: 高龄组术后生存率较低, 且

3 d均需行胃肠减压术. 在经胃肠减压, 肠内营养

高龄患者组术后的肿瘤复发率较高, 这也会导

后, 症状基本好转.

致高龄组术后的生存率较低.

2.3 高龄组和低龄组并发症的比较 由表5可知,
高龄组和低龄组在术后胆瘘、出血、腹腔感

3 讨论

染、胃排空障碍、肠梗阻的发生率有明显差异,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是作为治疗壶腹部和胰头部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而术后总并发症发

肿瘤及某些良性疾病的根治方法, 在胆胰外科

生率、病死率、胰瘘发生率、肠瘘发生率、术

手术风险最大, 创伤极大. 目前文献报道 [1-3]胰

后住院时间、总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的差异无

十二指肠切除术在大型胰腺中心的病死率在5%

统计学意义(P >0.05). 高龄组术后总并发症的发

以下(本研究中病死率为1.85%), 但是术后的并

生率及术后病死率较低龄组高, 但差异无统计

发症却很高, 约为30%-60%, 虽然现在随着科学

学意义(P >0.05).

技术的发展以及手术经验积累, 胰十二指肠切

2.4 术后随访及生存率 所有患者术后均通过门

除术已作为常规胰腺外科手术, 但老年患者由

诊或电话长期随访, 并记录资料, 随访时间为5

于其合并多种基础疾病以及重要器官的不同程

mo-5年, 其中52例失访, 随访率80.6%, 失访的主

度的衰退, 增加了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手术风

要原因为恶性肿瘤复发死亡. 总病例术后1年、

险和难度, 世界卫生组织将65岁作为中年和老

3年、5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67.05%、24.12%和

年的分界[9], 本研究即比较了老年患者与中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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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盛， 等． 高龄患者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可行性							

患者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围手术期的处理和术

(P <0.05). 而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病死率、

后并发症的发生率的区别.

胰瘘发生率、肠瘘发生率、术后住院时间、

3.1 高龄患者的围手术期处理 本研究显示在术

总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前高龄组和低龄组在胆红素、谷丙转氨酶、肿

(P >0.05). 高龄组术后胆瘘发生率、术后出血发

瘤指标(CA199和CA50)以及糖尿病的差异无统

生率、腹腔感染发生率、胃排空障碍发生率等

计学意义, 而术前的蛋白水平(白蛋白及前白蛋

较低龄组高, 这主要是因为高龄患者的机体的

白)、合并基础疾病方面, 高龄组与低龄组的差

代谢能力较弱, 且恢复较慢所致. 且当出现术后

异有统计学意义. 由于高龄患者的机体储备能

并发症时, 处理较正常年龄组人复杂, 病情容易

力下降, 免疫系统减弱, 全身组织器官呈退行性

反复, 因此为了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术后应严密

变化. 因此, 营养水平较低龄组差, 这会影响术

监测, 应进行及时早期的病情评估和干预. 本研

中及术后效果, 我们的体会是在在术前或者术

究还表明, 高龄不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禁忌

后应酌情输注蛋白, 及时补充蛋白. 而合并较多

症, 术后的并发症和病死率与低龄组差异无统

的基础疾病也是高龄患者的风险因素之一. 因

计学意义, 但相关胰瘘、胆瘘等并发症发生率

此, 在术前准备时, 除了常规进行的术前准备外,

较高, 这提示术后应早期的发现和及时的干预.

结合我们的经验, 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1)对合

3.3 术后生存率 本组研究高龄组术后1年、3年、

并基础疾病进行有效地、针对性的治疗, 完善

5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56.23%、22.17%和9.31%.

术前的评估, 及时的予以针对性的治疗, 有助于

高龄组术后的1、3、5年的肿瘤复发率分别为:

术后患者的恢复; (2)保肝治疗及改善凝血功能,

49.31%、54.24%、64.31%. 可见高龄组术后生存

可在术前5-7 d常规的补充维生素K, 纠正凝血酶

率较较低、复发率较高, 虽然围手术期的并发症

原时间至正常范围或接近正常、另外也可输注

发生率和病死率差异与低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极化液增加肝糖原的储备、及时地应用降酶保

义, 但是由于高龄患者的各个重要器官的功能衰

肝的药物改善肝功能、纠正水, 电解质、酸碱

退和肿瘤易复发等特点, 术后远期的生存率较低

平衡紊乱及低蛋白水平, 低血红蛋白水平等生

龄组低. 但总体上来说,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可以延

化指标; (3)术前1 d需预防性的应用抗生素, 宜选

长高龄患者寿命[10].

用不良反应小的高级抗生素, 术前也应该充分

总之, 高龄不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手术

做好肠道准备; (4)术前1 d需开始应用抑制胃酸

禁忌. 且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 影像学技术进

分泌药物如奥美拉唑等, 抑制消化液的分泌, 促

步, 术前准确的评估、麻醉术、术后监护、护

进伤口的愈合[4,10-12]. 本研究在术前处理时, 高龄

理、抗生素、营养方面技术的加强, 高龄患者

患者伴发心、肝、肺等重要器官功能不全以及

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安全性也在不断提高, 手

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机会增加, 需认真完成术

术难度及风险已不再是阻碍根治性切除的主要

前评估.

因素. 对于高龄, 有手术指征的壶腹周围肿瘤的

3.2 高龄患者术中的处理和术后并发症的处理

患者, 不应放弃根治性胰十二指肠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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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随着经验技术及
器械的进步发展,
高龄患者胰十二
指肠切除术的安
全性在不断提高,
手术难度及风险
已不再是阻碍根
治性切除的主要
因素. 对于高龄,
有手术指证的壶
腹周围肿瘤的患
者, 不应放弃根治
性胰十二指肠切
除术.

术中的要求有经验的、操作熟练、配合默契的
医疗小组手术, 术中操作准确轻柔, 遇到出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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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for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laparoscopic-assisted surgery for colorectal cancer.
METHODS: Eighty-six patients who underwent
laparoscopic assisted surgery for colorectal cancer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factors
potentially related to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were analyzed by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86 patients, 16 (18.60%)
developed complications. Un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ge, body mass index (BMI),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nd preoperative
nutritional status wer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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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omplications (P = 0.018, 0.019,
0.017, 0.013), while sex, operation time, tumor
size and Duke stage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ications (P > 0.05).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BMI and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dds ratio (OR) = 5.385, 6.751, 5.006;
confidence interval: 1.776-16.322, 1.983-22.985,
1.186-21.120].

■背景资料

结直肠癌是常见
消化系恶性肿瘤,
死亡率较高. 目前
手术是治疗结直
肠癌的主要手段,
明确结直肠癌腹
腔镜辅助手术术
后并发症发生情
况对临床治疗具
有重要意义.

CONCLUSION: The rat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laparoscopy aided surgery for
colorectal cancer is high. Age, BMI,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nd preoperative nutritional
status ar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lications, and age, BMI and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Laparoscopic aided colorectal surgery;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Main factors; Risk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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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影响结直肠癌腹腔镜辅助手术术
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的主要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六盘水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86例接受全程腹腔镜辅助结直肠癌手术治疗
的结直肠癌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对术后
并发症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探讨影响结直肠癌腹腔镜
辅助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因素和独立
因素.
结果: 本组86例患者术后共发生并发症16例
(18.60%), 年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

■同行评议者

赵青川, 教授, 主
任医师, 西京医院
消化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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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腹腔镜结直
肠手术已经逐渐
取代传统开腹手
术, 作为结直肠癌
治疗的常规术式,
在临床上应用较
为广泛. 本研究对
影响并发症发生
的相关因素进行
分析, 对掌握并发
症的发生规律, 提
高治疗效果具有
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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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 I)、合并糖尿病和术前营养状况均为影
响术后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因素, 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 = 0.018、0.019、0.017、0.013);
性别、手术时间、肿瘤大小和Duke's分期均
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无明显相关性,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 >0.05); 年龄、B M I和合并糖
尿病为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让
步比(odds ratio, OR)分别为5.385、6.751、
5.006, 95%可信区间分别为1.776-16.322、
1.983-22.985、1.186-21.120.
结论: 结直肠癌腹腔镜辅助手术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较高, 年龄、BMI、合并糖尿病和术前
营养状况均为影响术后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因
素, 其中年龄、BMI和合并糖尿病为术后并发
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直肠癌腹腔镜辅助手术； 术后并发症； 主要
因素； 独立危险因素
核心提示：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 BMI)、合并糖尿病和术前营养
状况均为影响术后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因素, 经多
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BMI和合并糖
尿病为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与国外
相关文献报道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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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患者均符合卫生部医政司发布的《结直肠癌
诊疗规范(2010年版)》 [3]中结直肠癌相关诊断
标准, 且经常规病理检查证实. 所有患者均接受
全程腹腔镜辅助结直肠癌手术治疗, 具有手术
指征, 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y, ASA)评分≥Ⅳ、Ⅴ级[4]. 排除术
前因急性肠梗阻、穿孔或出血等行急诊手术以
及术中转开腹手术者. 其中男性患者45例, 女性
患者41例, 患者年龄26-88岁, 平均年龄为56.22
岁±11.37岁. 肿瘤病灶位于升结肠及结肠肝曲3
例(3.49%)、降结肠及结肠脾曲3例(3.49%)、乙
状结肠17例(19.77%)、直肠中上段(腹膜反折以
上)17例(19.77%)、直肠下段(腹膜反折以下)46
例(53.49%), Duke's分期A期15例(17.44%)、B
期40例(46.51%)、C期23例(26.74%)、D期8例
(9.30%). 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番泻叶
(番泻叶颗粒, 扬州市星斗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
字Z10910006, 10 g/袋); 甲硝唑(甲硝唑片, 吉林
康乃尔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2020115, 200
mg×16片).
1.2 方法
1.2.1 术前准备: 术前3 d患者饮食为少渣半流质
饮食; 术前2 d给予番泻叶和甲硝唑口服, 番泻叶
6 g/次, 1次/d(上午), 甲硝唑0.4 g/次, 3次/d; 诺氟
沙星0.2 g, 3次/d, 术前1 d饮食为全流质饮食并
禁食晚餐, 下午观察大便性状[5]. 对仍排出少量
固体大便者加用磷酸钠盐口服液5 mL, 并指导
其大量饮水, 至大便呈清水样为止.
1.2.2 麻醉及术式选择: 所有患者均给予气管

0 引言
结直肠癌是常见消化系恶性肿瘤, 死亡率较高[1].
目前手术是治疗结直肠癌的主要手段, 虽然结直
肠癌手术器械不断更新、手术操作不断成熟、
围手术期处理手段也不断完善, 但结直肠癌腹腔

插管式全麻, 手术方式为右半结肠切除术3例
(3.49%)、左半结肠切除术3例(3.49%)、乙状
结肠癌切除术17例(19.77%)、经腹直肠癌切除
(dixon operation, Dixon)术38例(44.19%)、经腹
会阴直肠切除(miles' operation, Miles)术25例

镜辅助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一直居高不下, 不

(29.07%). 行左半结肠切除术及右半结肠切除术

仅对预后效果影响较大, 也增加了患者的治疗负

者取分腿仰卧位, 头高脚低; 行乙状结肠癌根治

担[2]. 因此, 明确结直肠癌腹腔镜辅助手术术后并

术、Dixon术及Miles术者均取改良膀胱截石位,

发症发生情况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现回顾

头低脚高[6].

性分析六盘水市人民医院收治的行结直肠癌腹

1.2.3 术后处理: 所有患者术后均给予心电监护

腔镜辅助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 探讨影响术后并

24 h, 并给予抗生素预防感染, 3-5 d后可拔除导

发症发生的因素, 报道如下.

尿管. 将切除的肠段进行淋巴结清理, 测量肿瘤
大小, 观察肿瘤类型及周围侵犯情况, 然后将切

1 材料和方法

除肠段及淋巴结送检.

1.1 材料 选取2013-02/2014-02六盘水市人民医

1.2.4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性别、年龄、体质量

院收治的86例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所

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手术时间、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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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术后并发症相关因素单因素分析 n(%)

表 1

n

发生并发症

男

４６

９（１９．５７）

女

４０

７（１７．５０）

＜６０

５９

７（１１．８６）

≥６０

２７

９（３３．３３）

＜２５

７１

１０（１４．０８）

≥２５

１５

６（４０．００）

＜平均时间

６３

９（１４．２９）

≥平均时间

２３

７（３０．４３）

＜３

２８

７（２５．００）

≥３

５８

９（１５．５２）

是

８

４（５０．００）

否

７８

１２（１５．３８）

Ｈｂ≤１００ ｇ／Ｌ， Ａｌｂ≤３２ ｇ／Ｌ

１８

７（３８．８９）

Ｈｂ＞１００ ｇ／Ｌ， Ａｌｂ＞３２ ｇ／Ｌ

６８

９（１３．２４）

项目

3865

性别

年龄（岁）

体质量指数（ｋｇ／ｍ２）

手术时间

肿瘤大小（ｃｍ）

合并糖尿病

术前营养状况

Ｄｕｋｅ＇ｓ分期
Ａ／Ｂ

５５

１０（１８．１８）

Ｃ／Ｄ

３１

６（１９．３５）

2

χ值

P值

０．０６０

０．８０６

５．６３８

０．０１８

５．４９２

０．０１９

２．９０２

０．０８８

１．１２１

０．２９０

５．７４１

０．０１７

６．１８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８

０．８９３

年龄、身体质量
指数和合并糖尿
病为结直肠癌腹
腔镜辅助手术术
后并发症发生的
独立危险因素.

Ｈｂ： 血红蛋白； Ａｌｂ： 白蛋白．

大小、合并糖尿病、术前营养状况和Duke's分

手术时间、肿瘤大小和Duke's分期均与术后并

期分布情况, 并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发症的发生无明显相关性,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19.0统计分析, 用百
2

(P >0.05)(表1).

分比表示记数资料, 采用χ 检验, P <0.05表示差

2.3 术后并发症相关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异有统计学意义, 对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

年龄、BMI和合并糖尿病为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

的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立危险因素, OR分别为5.385、6.751、5.006, 95%

计算让步比(odds ratio, OR)及95%可信区间.

可信区间分别为1.776-16.322、1.983-22.985、
1.186-21.120(表2).

2 结果
2.1 并发症发生情况统计 本组86例患者术后共

3 讨论

发生并发症16例(18.60%), 其中切口并发症5例

腹腔镜结直肠手术是目前治疗结直肠恶性肿瘤

(5.81%)、吻合口瘘4例(4.65%)、术后肠梗阻3

的主要术式, 其疗效确切, 安全性较高 [7]. 与传

例(3.49%)、肺部感染2例(2.33%)、吻合口出血

统开腹手术比较, 腹腔镜结直肠手术具有切口

1例(1.16%)、盆腔感染1例(1.16%)、泌尿系感

小、创伤小、术后疼痛轻、胃肠道功能恢复

染1例(1.16%). 1例患者同时并发吻合口瘘与吻

快、恢复正常活动时间早、住院时间短、肠梗

合口出血.

阻发生率低等临床优势, 也利于提高患者术中

2.2 术后并发症相关因素单因素分析 年龄、

和术后免疫功能 [8] . 目前腹腔镜结直肠手术已

B M I、合并糖尿病和术前营养状况均为影响

经逐渐取代传统开腹手术, 作为结直肠癌治疗

术后并发症发生的主要因素, 差异具有统计学

的常规术式, 在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 但需要注

意义(P = 0.018、0.019、0.017、0.013); 性别、

意的是结直肠癌腹腔镜辅助手术术后切口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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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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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术后并发症相关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Exp(B)的95%CI

β

S.E.

Wald

df

P值

Exp(B)

下限

上限

年龄

１．６８４

０．５６６

８．８５３

１

０．００３

５．３８５

１．７７６

１６．３２２

体质量指数

１．９１０

０．６２５

９．３３２

１

０．００２

６．７５１

１．９８３

２２．９８５

合并糖尿病

１．６１１

０．７３５

４．８０８

１

０．０２８

５．００６

１．１８６

２１．１２０

引入变量

症、吻合口瘘、吻合口出血、术后肠梗阻、肺

腹腔镜辅助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

部感染、盆腔感染以及泌尿系感染等并发症的

素. 因此, 合理掌握适应症、严格控制糖尿病患

发生率较高. 因此, 本研究对影响并发症发生的

者血糖水平、严格进行无菌操作、规范实施手

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对掌握并发症的发生规律,

术、术后加强围术期监控, 尤其对于存在独立

提高治疗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危险因素者加强并发症预防, 对降低结直肠癌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BMI、合并糖尿病
和术前营养状况均为影响术后并发症发生的主

腹腔镜辅助手术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具有积极
意义.

要因素, 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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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色素内镜对结直肠肿瘤病灶形态及性质的判断价值
计小清， 孙 超， 赵凤荣， 辛丽娟

■背景资料

近年来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 我国
结直肠恶性肿瘤
的发病率不断升
高, 且进展期结直
肠恶性肿瘤患者
即使接受手术治
疗, 其预后仍较
差, 若能在疾病早
期进行明确的诊
断与积极的治疗,
患者的生存质量
可以得到有效地
提高. 内镜技术在
大肠癌的早期诊
断中占据着重要
的地位, 临床许多
治疗措施均参考
内镜检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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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sses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magnifying chromo-endoscopy in estimation of lesion
histology and shape in colorectal neoplasia.

■同行评议者

刘海峰, 主任医
师, 北京市武警总
医院消化科

METHODS: Ninety-one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neoplasia who underwent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at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e
Medical College from March 2010 to February
2013 were included. Depressed lesions were
classified into type 1 and type 2 according to the
morphology of depressive areas in colorectal
neoplasia by magnifying chromoendoscop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phologic classification
by histology and shape was studied with reference to pathological diagnosis after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WCJD|www.wjgnet.com

RESULTS: Lesions of different histological classification show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morphology (P < 0.05). Type 2 depressive
lesions were more susceptible to high grade dysplasia or cancer than type 1 lesions (81.3% vs 31.0%,
2
χ = 10.405, P = 0.001). The percentage of type 1
lesions with superficial mucosal or submucosal
infiltration was statistically more than that of type 2
lesions (92.6% vs 50.0%, χ2 = 10.608, P = 0.001).
CONCLUSION: The morphology of superficial depression revealed by magnifying chromoendoscopy in colorectal neoplasia i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the histology and invasive depth, which provides
a basis for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Magnifying chromoendoscopy; Colorectal neoplasia; Histology; Shape
Ji XQ, Sun C, Zhao FR, Xin LJ. Magnifying
chromoendoscopy for estimation of lesion histology and
shape in colorectal neoplasi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4; 22(25): 3868-3871 URL: http://www.
wjgnet.com/1009-3079/22/3868.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868

摘要
目的: 探讨放大色素内镜在判断结直肠肿瘤
病灶形态与性质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2010-03/2013-02于承德医学院附属
医院接受内镜下黏膜切除术的结直肠肿瘤患
者91例, 内镜检查中采用放大色素内镜将有凹
陷的病灶分为1型凹陷与2型凹陷, 并根据内镜
下黏膜切除术后的病理诊断判断病灶的形态
与性质.
结果: 不同组织学分类病灶的形态学分布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型凹陷的
病灶中高度异型增生与腺癌所占的比例明
2
显高于1型凹陷的病灶(81.3% vs 31.0%, χ =
10.405, P = 0.001); 1型凹陷的病灶中浸润深度
位于黏膜层或黏膜下浅层的比例明显高于2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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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92.6% vs 50.0%, χ = 10.6, P = 0.001).
结论: 放大色素内镜能够通过结直肠肿瘤表面
的凹陷程度对病灶的性质及浸润深度进行判
断, 可为内镜下黏膜切除术提供临床依据.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放大色素内镜； 结直肠肿瘤； 形态； 性质
核心提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组织学分类病灶
的形态学分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型凹陷的病灶中高度异型增生与腺癌所占的
比例明显高于1型凹陷的病灶(P <0.05), 且2型凹
陷的病灶中出现腺癌的比例也同样高与1型凹
陷(P <0.05); 1型凹陷的病灶中浸润深度位于黏
膜层或黏膜下浅层的比例要明显高于2型凹陷
(P <0.05).

性肠病或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 (4)病灶的最大直
径≤2 cm; (5)患者自愿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并
经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根
据纳入标准共有91例患者纳入本研究, 其中, 男56
例, 女35例, 年龄48-72岁, 平均54.9岁±3.8岁.
1.2 方法 常规内镜下对结直肠癌患者进行检查,

结直肠癌的发生
发展受多个因素
的影响, 目前尚没
有完全治愈的方
法, 故早期确诊并
手术治疗对患者
的预后有着极为
重要的意义.

对可疑病灶喷洒浓度为0.3%的靛胭脂. 采用放大
内镜结合0.05%结晶紫与0.3%靛胭脂染色对平
坦、凹陷或无蒂的病灶进行进一步观察, 将直径
不超过高度1/2的病灶作为隆起型病灶, 高度不
超过直径1/2的病灶作为平坦型病灶, 充气时或
吸气时伴有持续性黏膜凹陷的病灶作为凹陷型
病灶, 裂隙状或星芒状的病灶作为1型凹陷, 而圆
盘状的病灶作为2型凹陷, 标准参考文献[4]. 检查
完毕后实施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将生理盐水、肾
上腺素及靛胭脂的混合液注入黏膜下, 使用全套

计小清， 孙超， 赵凤荣， 辛丽娟． 放大色素内镜对结直肠肿瘤病

技术将病灶抬起并切除, 完成后再次使用放大色

灶形态及性质的判断价值．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素内镜病灶底部及切缘的四周进行探查, 证实无

３８６８－３８７１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868.

残留病灶. 术后对标本进行常规的固定与包埋,

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68

■研发前沿

并行常规HE染色, 对病灶浸润深度及异型增生
程度进行评估. 评价标准: 浸润深度及异型增生

0 引言

程度的标准参考文献[5].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结直肠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

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不断升高. 进展期结直肠恶

析, 两组数据间计量资料使用t 检验, 计数资料采

性肿瘤患者即使接受手术治疗, 其预后仍不满

用χ 检验, 检验标准为α = 0.05, P <0.05为差异具

意. 若能在疾病早期进行明确的诊断与积极的

有统计学意义.

2

治疗, 患者的生存质量可以得到有效地提高. 内
镜技术在大肠癌的早期诊断中占据重要地位,

2 结果

临床许多治疗措施均参考内镜检查的结果 [1] .

2.1 肠道病灶内镜下黏膜切除术组织学诊断与

虽然放大色素内镜操作耗时较长, 且过程繁琐,

形态学分布 不同组织学分类病灶的形态学分布

但其对病灶边缘与表面腺管开口的状况有着更

的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表1).

为清晰地显示, 对癌变可能性较高的病灶有着

2.2 肠道病灶内镜下黏膜切除术组织学诊断与

[2]

较高的检出率 . 此类病灶, 普通内镜下能显示

表面凹陷形态分布 总计45例患者结直肠肿瘤病

出不易识别的微小变化. 虽然此类病灶的形态

灶表面存在凹陷, 其中2型凹陷的病灶中高度异

与性质各不相同, 但国外的多中心研究表明病

型增生与腺癌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1型凹陷的

灶的性质、形态以及浸润深度存在一定的相关

病灶[81.3%(13/16) vs 31.0%(9/29), χ = 10.40, P

性, 这为后期的内镜治疗提供了更有力的临床

= 0.001], 且2型凹陷的病灶中出现腺癌的比例也

2

2

依据 . 本研究探讨放大色素内镜在判断结直

同样高与1型凹陷[56.3%(9/16) vs 3.4%(1/29), χ

肠肿瘤病灶形态与性质中的应用价值, 现报道

= 16.633, P = 0.000](表2).

如下.

2.3 肠道病灶内镜下黏膜切除术组织学诊断与

[3]

浸润深度的分布 1型凹陷的病灶中浸润深度位
1 材料和方法

于黏膜层或黏膜下浅层的比例要明显高于2型

1.1 材料 选取2010-03/2013-02于承德医学院附属

病灶(P <0.05)(表3).

医院接受内镜下黏膜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 纳
入标准: (1)符合内镜下黏膜切除术的手术指征;

3 讨论

(2)患者的凝血功能正常; (3)不合并肠梗阻、炎症

随着人们饮食习惯地改变, 以结直肠癌为代表

WCJD|www.wjgnet.com

■相关报道

文献报道, 阻断大
肠癌腺瘤到癌的
演变可以将癌症
病灶的危险性降
低55%-85%, 而临
床上常规的肠镜
检查对于早期大
肠癌的漏诊率高
达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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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提示
临床检查中应给
予表现为2型凹陷
的病灶充分的重
视, 在肠镜检查的
过程中, 通过对病
灶形态的大致判
断可以为下一步
的内镜下治疗或
手术切除提供一
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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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病灶内镜下黏膜切除术组织学诊断与形态学分布 n (%)

表 1

2

组织学分类

n

无蒂型

平坦或凹陷型

χ值

P值

轻度异型增生

４８

１９（６７．９）

２９（４６．０）

３．７０５

０．０５４

高度异型增生

２４

６（２１．４）

１８（２８．６）

０．５０９

０．４７５

腺癌

１９

３（１０．７）

１６（２５．４）

２．５３０

０．１１２

表 2

肠道病灶内镜下黏膜切除术组织学诊断与表面凹陷形态分布 n (%)

组织学分类

n

1型凹陷

2型凹陷

2

χ值

平坦、凹陷型 无蒂型 平坦、凹陷型 无蒂型

P值

轻度异型增生 ２３

１８（７５．０）

２（８．３）

３（１２．５）

０（０．０） ０．３２９ ０．５６７

高度异型增生 １２

５（２０．８）

３（１２．５）

４（１６．７）

０（０．０） ０．１８８ ０．６６５

腺癌

１（４．２）

０（０．０）

８（３３．３）

１（４．２） ０．１２４ ０．７２５

表 3

１０

肠道病灶内镜下黏膜切除术组织学诊断与浸润深度的分布 n (%)

2

浸润深度

1型凹陷

2型凹陷

χ值

P值

黏膜层或黏膜下浅层

２５（９２．６）

９（５０．０）

１０．６０８

０．００１

２（７．４）

９（５０．０）

黏膜下深层

的消化系肿瘤的发病率不断上升. 进展期直结

势. 文献报道放大色素内镜对于良恶性肠道肿

肠癌即使行手术治疗, 其预后也较差. 结直肠癌

瘤病灶鉴别的准确性高达95.6%, 而常规内镜的

的发生发展受多个因素的影响, 目前尚没有完

准确性<80%, 故放大色素内镜对进一步的内镜

全治愈的方法, 故早期确诊并手术治疗对患者

下治疗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13].

的预后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6-10]. 文献报道[11], 进

平坦型或凹陷型病灶在常规内镜下的表现

行阻断结直肠腺瘤到癌的演变可以将病灶的危

通常为黏膜轻微发红且脆性较高, 其血管网分

险性降低55%-85%, 而临床上常规的肠镜检查

布与常见病灶不同, 常变形或消失, 触之易出血,

对于早期大肠癌的漏诊率高达30%左右.

病灶周围的黏膜形态较为多变[14], 故在内镜操作

除肠道准备情况、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以

过程中, 需对局部进行充分的冲洗. 本次研究以

及退镜时间等干扰因素外, 病灶本身的形态与

内镜下黏膜切除的病理诊断结果为标准, 对放

性质也与诊断的准确性有着密切的关系. 尤其

大色素内镜诊断的准确性进行评估. 本研究结

对形态为扁平或凹陷的病灶, 发生癌变的风险

果显示不同组织学分类病灶的形态学分布的差

较高, 但正常内镜下此类病灶所发生的改变常

异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2型凹陷的病

常难以察觉. 通过对肿瘤病理标本的回顾性分

灶中高度异型增生与腺癌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

析, 有学者发现平坦或凹陷型病灶在结直肠恶

1型凹陷的病灶(P <0.05), 且2型凹陷的病灶中出

性肿瘤中所占的比例为15%-40%. 这部分病灶

现腺癌的比例也同样高于1型凹陷(P <0.05); 1型

的漏诊或不完全切除使得一部分接受过腺瘤切

凹陷的病灶中浸润深度位于黏膜层或黏膜下浅

除的患者在3-5年之内仍演变为进展期恶性肿

层的比例要明显高于2型凹陷(P <0.05). 该结果

瘤, 且50%以上的原位癌或浸润性癌灶是在平坦

提示临床检查中应给予表现为2型凹陷的病灶

型与凹陷型病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其发生

充分的重视, 在肠镜检查的过程中, 通过对病灶

[12]

恶变的风险是隆起型病灶的数倍 . 以往的观点

形态的大致判断可以为下一步的内镜下治疗或

认为息肉的大小与是否发生恶变密切相关, 但

手术切除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临床检查中应

当前的研究认为息肉的形态也至关重要, 而放

灵活使用放大色素内镜. 研究显示病灶表面腺

大色素内镜对于这类病灶的检出有着较强的优

管开口形态对病灶是否为肿瘤及其浸润深度有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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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良好的判断能力, 但该项技术的操作难度高,
亚型的分型较为复杂, 普及性较差. 本研究结果

6

提示2型凹陷的浸润程度更深, 但对于表面无凹
陷的病灶或少部分凹陷病灶, 仍需要结合腺管
开口形态对其进行判断. 当前窄带成像技术与
放大内镜一同结合起来用于肠道肿瘤的诊断,
该项技术通过光学增强技术提供的图像为临床

7
8
9

医师提供黏膜血管的结构及形态, 但对于病灶
浸润深度判断的准确性还有待提高[15].

10

总之, 放大色素内镜能够通过结直肠肿瘤表
面的凹陷程度对病灶的性质及浸润深度进行判
断, 为内镜下黏膜切除术提供了临床依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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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设计合理,
结果可靠, 证据充
分, 有一定的学术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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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直肠超声检测的不同类型的输尿管下段梗阻性病变的
影像学特点
王群梅， 付 华

■背景资料

对于输尿管梗阻
检测的主要影像
学手段包括: X
线、计算机断层
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
超声以及磁共振
尿路水成像技术
(magnetic resonance urography,
MRU). 超声、
CT、MRU检查对
输尿管梗阻的检
出率高, X线的检
出率较低, 但相对
于超声而言, CT、
MRU检查的仪器
以及检查费用均
较贵, 不适合临床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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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ssess the clinical value of transrectal
ultrasound in the diagnosis of obstructive lesions in the lower ureter.

■同行评议者

杨薇, 副教授, 副
主任医师, 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超
声科

METHODS: Clinical data for 100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lesions in the lower ureter who treated at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9 to January
2014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ultrasound features of different obstructive lesions
were summarized, and the detection rate and coincidence rate for obstructive lesions in the lower
ureter by transrectal ultrasound were recorded.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obstructive
lesions in the lower ureter by transrectal ultra-

WCJD|www.wjgnet.com

sound was 100%, and the coincidence rate was
95%. Different obstructive lesions had different
ultrasound features.
CONCLUSION: Transrectal ultrasound has high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obstructive lesions in
the lower ureter is high, with less harm to patients.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Transrectal ultrasound; Ureter; Obstructive lesions; Clinical value; Accuracy; Coincidence
Wang QM, Fu H. Clinical value of Transrectal ultrasound
in diagnosis of obstructive lesions in the lower ureter.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4; 22(25): 3872-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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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直肠超声应用于诊断输尿管下段
梗阻性病变的临床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01/2014-01来贵州省黔
东南州人民经直肠超声检测的输尿管下段梗
阻性病变的100例资料, 总结不同类型的输尿
管下段梗阻性病变的超声特点, 并统计直肠超
声诊断输尿管下段梗阻性病变的检出率和符
合率.
结果: 直肠超声诊断输尿管下段梗阻性病变
的检出率为100%, 诊断符合率为95%, 不同类
型的输尿管下段梗阻性病变具有不同的超声
影像学特点.
结论: 直肠超声应用于诊断输尿管下段梗阻
性病变的临床价值高, 对患者的伤害小.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直肠超声； 输尿管； 梗阻性病变； 临床价值；
准确率； 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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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腹部超声检测方式, 一旦在检测中发现

核心提示： 在本次实验中发现, 直肠超声诊断输
尿管下段梗阻性病变的检出率为100%, 诊断符合
率为95%, 这100例患者中63例为输尿管结石, 7
例为输尿管癌, 13例为输尿管狭窄, 输尿管受侵
犯、压迫为17例. 这100例患者的输尿管下段梗
阻性病变经手术证实的为52例, 经输尿管造影证
实的有48例.

患者的肾盂出现明显的扩张, 此时则需要根据
患者的体表投影以及实际的输尿管走向来进行
跟踪, 当超声检测到患者的髂血管水平后, 嘱咐
患者转换体位, 从俯卧位转换为仰卧位, 并继续
向下进行对应的超声检测. 当最终完全排除患
者患有输尿管结石后, 则开始对患者进行直肠

王群梅， 付华． 经直肠超声检测的不同类型的输尿管下段梗

■创新盘点

目前国内对于使
用直肠超声检测
输尿管下段梗阻
性病变的文章报
道较少, 本文将重
点阐释直肠超声
检测输尿管下段
梗阻性病变的准
确性和可行性.

内的超声检测, 对于男性患者而言, 让其选择的

阻性病变的影像学特点．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体位为左侧部的屈膝卧位, 而对女性患者而言

３８７２－３８７５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872.

则取截石位, 对于部分受肠道气体干扰严重的

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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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可改用臀高头低位进行检测. 在开始进行
直肠超声检测前, 将涂抹了耦合剂的避孕套放

0 引言

置于探头的外套上, 操作人员在将双手消毒戴

输尿管下段梗阻性病变在以往的临床辅助检测

完手套后将探头深入患者的直肠内约为10-12

中常常使用的检测方法为X线摄影与尿路造影,

c m, 在往直肠内送探头的时候, 注意缓慢的旋

但是X线摄影对于某些类型的输尿管下段梗阻

转探头, 在整个深入的过程中注意让探头尽量

性病变的诊断价值不大, 而尿路造影这种有创检

靠近患侧一侧, 在不断的送入过程中不断寻找

[1,2]

. 近些年来,

与膀胱相连的输尿管. 观察输尿管是否发生扩

随着超声检测技术的不断进步, 输尿管下段梗阻

张, 一旦发生扩张, 观察输尿管整体的扩张程度

查部分患者在临床上不适宜进行

[1-4]

.目

如何, 扩张是否有延续出现, 一旦出现了延续,

前直肠超声在国内被应用于评估梗阻性无精子

延续到了什么部位. 对于已经发生扩张的输尿

性病变越来越多的开始应用超声进行检测

[5,6]

.

管, 重点观察其发生扩张后输尿管形态的变化,

为了观察直肠超声应用于诊断输尿管下段梗阻

同时通过超声回声的特征来对已经发生梗阻的

性病变的临床价值, 我们特进行本次研究, 现将

输尿管的梗阻物的形态、特点以及与周围组织

相关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的关系进行判定, 通过上述观察来明确梗阻病

症中, 也有对于输尿管下段梗阻的部分报道

变发生的可能病因. 若在超声检测中发现为恶
1 材料和方法

性肿瘤病变的可能性较大时, 则应该重点观测

1.1 材料 回顾性分析2009-02/2014-02来贵州省

恶性肿瘤病变是否对输尿管壁进行了浸润, 一

黔东南州人民医院经直肠超声检测的输尿管下

旦发现有浸润, 则重点观察其浸润的范围为多

段梗阻性病变的100例资料. 这100例患者中男

少, 同时观察恶性肿瘤是否发生了转移, 一旦发

性53例, 女性47例, 患者的年龄33-75岁, 平均年

生转移, 转移灶在哪个部位.

龄64.8岁±3.2岁. 在这100例患者的既往史中,

1.2.2 观察指标: 记录不同类型的输尿管下段梗

存在前列腺增生13例, 肾结石10例, 肾功能不全

阻性病变的超声特点, 并统计直肠超声诊断输

8例, 尿道外伤4例. 在临床表现上, 下腹部肿块

尿管下段梗阻性病变的检出率和符合率.

10例, 尿频尿急30例, 无痛性血尿21例, 腰部胀
痛19例, 血尿伴腰疼20例. 仪器为西门子-60型超

2 结果

声诊断仪, 使用的端扫式直肠超声探头的频率

2.1 直肠超声检测情况 肠超声诊断输尿管下段

为5.0 MHz, 而使用的直肠腔内探头的频率设定

梗阻性病变的检出率为100%, 诊断符合率为

为5-10 MHz, 而凸阵探头的频率为3.5 MHz.

95%, 这100例患者中63例为输尿管结石, 7例为

1.2 方法

输尿管癌, 13例为输尿管狭窄, 输尿管受侵犯、

1.2.1 直肠超声检测: 在患者接受直肠超声检测

压迫为17例. 这100例患者的输尿管下段梗阻性

前需要先排便, 并且需等待患者适当充盈膀胱

病变经手术证实的为52例, 经输尿管造影证实

之后再进行直肠超声检测. 具体的直肠超声检

的有48例.

测步骤如下: 所有患者均选择俯卧位进行初步

2.2 不同类型的输尿管下段梗阻性病变的经直

的检测, 腹部的超声一直到涉及肾脏时均采用

肠超声检测的影像学特点 输尿管结石: 结石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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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梗阻性尿路病变:
梗阻性尿路疾病
是尿路的结构或
功能改变妨碍了
正常尿流, 有时
可导致肾功能不
全. 梗阻性尿路疾
病在任何年龄都
很常见. 有4%的
患者在尸检中发
现存在肾盂积水
(一种肾脏病变的
结果), 男女性别
分布一样. 梗阻性
尿路疾病更常见
于年龄>60岁的男
性, 因为良性前列
腺增生和前列腺
癌的发生率增加.

图 1

右侧输尿管壁结石.

图 2

右侧输尿管壁囊肿伴结石.

往呈现为较强的回声光团或者是光斑, 且结石

的检出率为100%, 诊断符合率为95%, 这100例

往往边界清楚, 后方可能伴随出现声影(图1), 结

患者中63例为输尿管结石, 7例为输尿管癌, 13

石的好发位置为输尿管的中下1/3段, 好发的输

例为输尿管狭窄, 输尿管受侵犯、压迫为17例.

尿管节段为壁内段以及输尿管的三大生理弯

这100例患者的输尿管下段梗阻性病变经手术

曲处, 在本次研究中输尿管结石发生的比例为

证实的为52例, 经输尿管造影证实的有48例.

63%. 输尿管癌: 可见输尿管管腔不间断的狭

以往对于输尿管下段梗阻性病变常用影像

窄, 同时可见输尿管壁呈现为明显的僵硬, 这类

学手段为尿路造影(包括排泄性尿路造影和逆行

患者往往会在输尿管腔内见到低、高回声的光

尿路造影), 经直肠超声相对于尿路造影而言其

团, 输尿管癌常常浸润输尿管管壁, 且常常与输

有如下优势: (1)对于这些有创的检查而言, 超声

尿管管壁的界限不清, 部分患者在超声检测中

不仅能够更加直观的观测到病变处的情况, 而

可见明显的淋巴结肿大. 输尿管出口处囊肿: 在

且超声本身作为一个无创的检查手段对患者的

膀胱充盈的情况下, 可见在输尿管口处有明显

伤害也较小, 超声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对于某

的突出向内的圆形或者是半圆形的囊状物(图

些特殊人群更具有适用性, 例如: 小儿和妊娠期

2), 该种囊状物往往内透声也较好, 且囊壁清晰,
囊状物与输尿管相通, 输尿管在发生囊性蠕动
的同时, 囊状物的大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一旦
囊肿发生收缩时, 在彩超下可见注入膀胱内部
的彩色流动信号往往会呈现出“火苗样”飘动.
输尿管狭窄: 输尿管会呈现出逐渐变细的趋势,
在整个输尿管特别狭窄的地段, 整个输尿管呈
现出梭形, 超声显示未在管腔内见到梗阻物, 且
整个管腔内部为光滑、平整无绕行变压. 输尿
管压迫、变形: 常常表现为患侧的肾盂或者是
输尿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扩张, 可见梗阻部位
输尿管明显的变形, 且同时可在输尿管内部或

合并输尿管病变的[5,6]; (2)对于那些合并了肾脏
严重损伤的患者, 输尿管已经发生了严重狭窄,
造影剂无法对输尿管进行完全充盈, 而经直肠
的超声则能够很好地直观的观测病变的梗阻部
位 [7]; (3)超声能够较好的显示软组织的病变情
况, 因为超声对于软组织的分辨率极高, 能够对
于输尿管内部是否发生实质性的病变做出一个
准确的判断[8,9]; (4)经直肠进行的超声检测因为
能够不受肠道内部气体的影响, 从而能够更为
准确的观测病变处的情况; (5)现在彩超的应用
能够对输尿管的恶性病变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

者是周围见到异常的软组织影.

判断[10,11]. 据相应的研究显示, 通过观测积水肾

3 讨论

非梗阻性肾积水 [12]. 上述这些特征决定了其能

输尿管下段梗阻的间接征象就是发生肾盂以及

够间接的提供对于输尿管梗阻初期的诊断依据,

输尿管的扩张, 一旦在超声中观测到这些典型

另一个彩超的优势在于其能够观测到喷尿口的

的输尿管下段梗阻病变状况, 则基本可以确定

动力学变化, 而有相应的学者研究显示对于正

是因为输尿管发生了结石、囊肿、狭窄等病变,

常人而言, 输尿管梗阻性患者的喷尿速度要显

当然也有极大的可能是因为输尿管受到了压迫

著长于正常人, 喷尿的时间要长于正常人, 喷尿

[3,4]

阻力指数的高低能够较为准确的判定梗阻性和

. 在本次实验中

的加速度也较正常人高, 通过对于上述速度的

我们发现: 肠超声诊断输尿管下段梗阻性病变

测量, 能够显著的区分输尿管扩张的输尿管梗

或者是被恶性肿瘤侵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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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13]; (6)超声除了能够对病变进行单独检测外
还能够引导进行其他的影像学检测, 比如超声
就能够引导进行肾盂穿刺下的造影[14].
在利用经直肠超声检测输尿管下端梗阻性
病变时, 在进行腹部超声检测的阶段, 对于那些
体质较为肥胖的患者, 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
对膀胱进行充盈, 增加输尿管的显示率; 操作人
员必须熟悉输尿管的生理解剖结构以及扫描检
测的技巧, 特别是重点检测三个生理性狭窄, 这
样才能减少漏诊和误诊的发生[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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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害小, 临床推
广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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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医院消化内科大肠埃希菌的感染现况及耐药性
黄健云， 芮勇宇， 莫和国， 许敏玲， 欧水连， 黎泳仪， 陆小琴， 邴晏如

■背景资料

近年来, 在抗菌药
物选择性压力下,
超广谱β-内酰胺
酶(extended spectrum β-lactamases,
ESBLs)在大肠埃
希菌中的流行有
上升趋势. 为了
有效控制细菌耐
药, 保证医疗质量
和医疗安全, 2012
年底, 南方医科大
学附属小榄医院
根据卫生部《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
管理办法》(卫生
部令第84号)、
《2012年全国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
专项整治活动方
案》要求和精神,
结合南方医科大
学附属小榄医院
实际, 制定了小
榄人民医院《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
专项整治活动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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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同行评议者

谭周进, 教授, 湖
南中医药大学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scherichia coli (E. coli) infection and drug
susceptibility in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of township hospitals and to evaluate the efficiency of resistance control program tha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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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ed in our hospital, so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clinical 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
METHODS: A France automatic microorganism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vity analyzer
(VITEK-2) was used for pathogen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vity analysis. The drug resistance pattern of E. coli isolated from the samples
obtained in 2012 (before the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with that obtained in 2013 (after the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RESULTS: A total of 46 E. coli strains were
isolated in 2012,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ESBLs-producing strains was 63.0%. Approximately 52.2% of the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urinary system. A total of 50 E. coli strains
were isolated in 2013,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ESBLs-producing strains was 56.0%. Approximately 74.0% of the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urinary system. The rate of resistance of
E. coli to beta-lactamases in 2013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2012, especially aztreonam, ceftazidime and cefepime (P < 0.01).
CONCLUSION: The rates of resistance of E. coli
to 14 kinds of routine antibacterial drugs in 2013
are lower than those in 2012 in the gastroenterology department. The rates of resistance of E. coli
to 3 kinds of antibacterial drugs decrease significantly.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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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基层医院消化内科大肠埃希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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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情况和评价《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
治活动方案》的实施效果, 为临床医生合理应
用抗菌药物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用法国梅里埃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和
药敏分析仪(france automatic microorganism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vity analyzer,
V I T E K-2)对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
2012-01/2013-12消化内科患者标本中分离的
大肠埃希菌进行药敏分析, 比较分析《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干预前(2012
年)和干预后(2013年)消化内科大肠埃希菌的
耐药性.

(cephalosporinase, AmpC), 第三、四代头孢菌素
的广泛应用是导致该菌产生这两种酶的主要原
因[5,6]. 由于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三、四代
头孢菌素耐药率较高, 尤其是头孢他啶和头孢吡
肟. 为了有效控制细菌耐药, 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
安全, 2012年底,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根据
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卫生部
令第84号)、《2012 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
项整治活动方案》要求和精神, 结合南方医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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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随着广谱抗生素
的广泛应用, 临床
出现了大量的多
重耐药菌, 控制细
菌耐药是全世界
关注的热点问题.
科学合理地使用
抗生素是有效控
制细菌耐药的关
键. 如何科学合理
地使用抗生素是
我们亟待研究的
内容.

学附属小榄医院实际, 制定了小榄人民医院《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 为了了解
消化内科E. coli 的耐药现况和评价该方案的实施

结果: 2012年和2013年分别分离出46株和
50株大肠埃希菌; 其主要来源于泌尿系统
感染, 分别占52.2%和74.0%; 该项方案干预
后, 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m β
lactamases)大肠埃希菌检出率由63.0%降为
56.0%, 其对常用β内酰胺类药物的耐药率低
于干预前, 尤其是氨曲南、头孢他啶和头孢吡
肟的耐药率显著降低(P <0.01).

效果, 本文对该方案干预前后消化内科E. coli 的耐

结论: 该项方案干预后, 消化内科标本分离的
大肠埃希菌对常用14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低
于干预前, 其中有3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显著
降低.

生物鉴定和药敏分析仪(france automatic microor-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兰阴性杆菌)鉴定卡及AST-GN13药敏卡.

药性进行比较分析, 现报导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2012-01/2013-12消化内科患者感染标本
(剔除同一患者相同部位的重复菌株)中分离鉴定
的E. coli , 共96株. 大肠埃希氏菌ATCC25922, 肺
炎克雷伯菌ATCC700603. 法国梅里埃全自动微
ganism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vity analyzer,
VITEK-2)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法国梅里埃公
司). VITEK-2细菌鉴定药敏分析仪配套的GN(革
1.2 方法

关键词： 大肠埃希菌； 抗药性， 细菌； 超广谱β－内酰
胺酶
核心提示： 领导重视和信息化管理是有效执行和
实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
的关键.
黄健云， 芮勇宇， 莫和国， 许敏玲， 欧水连， 黎泳仪， 陆小琴， 邴晏
如． 基层医院消化内科大肠埃希菌的感染现况及耐药性． 世界

1.2.1 细菌鉴定及药敏试验: 细菌鉴定、ESBLs
检测及药敏试验均使用法国生物梅里埃V IT E K-2全自动细菌分析系统. 其中鉴定试验用
GN卡, ESBLS及药敏试验用AST-GN13卡.
1.2.2 干预措施: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在
2012年底制定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
活动方案》, 对抗菌药物进行分级管理, 一共分

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７６－３８８０ URL: http://www.

为三级. 第一级为特殊使用抗菌药物: 注射用盐

wjgnet.com/1009-3079/22/3876.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876

酸头孢吡肟、碳青霉烯类注射用万古霉素、注
射用替考拉宁、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
钠, 只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才具有这些药物的

0 引言

处方权; 第二级为限制性使用抗菌药物: 注射用

大肠埃希菌(Escherichia coli , E. coli )是临床常见的

三代头孢菌素、β-内酰胺酶抑制剂及其配伍复

条件致病菌之一, 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为泌尿道与

方制、多西环素片、克拉霉素、氟康唑、洛美

肺部, 同时他也是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

沙星、依诺沙星注射液、奥硝唑注射液、洛美

spectrum β-lactamases, ESBLs)最常见的细菌之

沙星、依诺沙星注射液和奥硝唑注射液, 主治

[1,2]

一

. 近年来, 在抗菌药物选择性压力下, ESBLs

在E. coli 中的流行有上升趋势

医师及以上才具有这些药物的处方权; 第三级

. E. coli 的耐药性

为非限制使用抗菌药物: 一、二代头孢菌素、

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菌株产生ESBLs及头孢菌素酶

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庆大霉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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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郭秀利和罗宏丽
报道了《抗菌药
物临床应用专项
整治活动方案》
干预后, 不合理用
药比例、患者住
院天数、用药时
间、抗菌药物费
用和住院总费用
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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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院虽为基层医
院, 2010年检验中
心实验室通过了
ISO15198评审, 使
全院的信息化管
理与国际接轨, 能
利用信息化加强
监测和实施抗菌
药物临床应用分
级管理, 且能及时
准确地统计抗生
素的使用率、使
用强度和不合理
使用率, 黄金岳和
李丰年报导绝大
多数基层医院尚
未能利用信息化
加强监测和实施
抗菌药物临床应
用分级管理.

表 1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该项方案干预前后消化内科大肠埃希菌耐药性比较

干预前

抗菌药物名称

干预后

n

耐药率(%)

n

耐药率(%)

头孢唑啉

３２

６９．６

３２

６４．０

头孢呋辛

２９

６３．０

２８

５６．０

头孢曲松

２９

６３．０

２８

５６．０

头孢他啶

２０

４３．５

１１

２２．０

头孢吡肟

１３

２８．３

６

１２．０

氨苄西林

３９

８４．８

４１

８２．０

氨苄西林／舒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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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和丁胺卡那霉素等, 医师及以上具有这些药

对常用14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低于干预前, 尤

物的处方权. 另外, 由院长负责督促该方案的执

其是氨曲南、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他啶和

行和实施, 每月药事委员会对门诊用药处方和

头孢吡肟等9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显著降低

住院医嘱进行抽查, 并向全院通告不合理用药

(P <0.01)(表1).

处方及医嘱的处罚情况.
统计学处理 采用WHONET5.5软件进行细

■应用要点

南方医科大学附
属小榄医院积极
响应卫生部发布
的《抗菌药物临
床应用专项整治
活动方案》, 结合
南方医科大学附
属小榄医院实际,
利用信息化管理
系统, 对该方案的
执行和实施取得
初步成效, 值得进
一步推广和加强.

3 讨论

菌耐药性分析, 应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卡方

近年来, 在抗菌药物选择性压力下, 临床出现了

检验分析.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大量的多重耐药菌, 控制细菌耐药是全世界关

2 结果

卫生部发布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

2.1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

(卫生部令第84号)和《2012年全国抗菌药物临

干预前(2012年)和干预后(2013年)消化内科E.

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 郭秀利等[7]和罗宏

coli 的感染情况 2012年和2013年分别分离出46
株和50株E. coli , 其主要来源于泌尿系统感染,

丽等 [8]报道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

分别占52.2%(24/46)和74.0%(37/50); 其次是血

天数, 用药时间、抗菌药物费用和住院总费用

液感染, 分别占28.3%(13/46)和22.0%(11/50).

显著降低. 黄金岳等[9]和李丰年等[10]报导绝大多

2.2 该项方案干预前后消化内科抗菌药物的使

数基层医院尚未能利用信息化加强监测和实施

用情况比较 该项方案干预后, 消化内科的抗菌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分级管理, 导致基层医院对

药物的使用率由42.5%降为35.4%, 抗菌药物的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执行

使用强度由41.6 DDDS降为37.2 DDDS, 不合理

和实施的效果不理想.

使用抗菌药物的比例由18.5%降为10.7%.

注的热点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2012年国家

动方案》干预后, 不合理用药比例、患者住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虽为基层医院,

2.3 该项方案干预前后消化内科E. coli 耐药性

2010年临床检验中心实验室通过了I S O15198

比较 该项方案干预后, 消化内科产E S B L s+E.
coli 检出率由63.0%(29/46)降为56.0%(28/50), 其

评审, 使全院的信息化管理与国际接轨, 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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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级管理, 且能及时准确地统计抗生素的使

耐药性分为固有耐药和获得性耐药两类, 固有

用率、使用强度和不合理使用率. 干预措施显

耐药性是指细菌对某种抗菌药物的天然耐药性;

示,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制定的《抗菌

获得性耐药是指细菌在接触抗菌药物后改变代

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重点控制头

谢途径, 使自身具有抵抗抗菌药物而不被杀灭

孢吡肟、碳青霉烯类、三代头孢菌素和β-内酰

的能力[20].

胺酶抑制剂及其配伍复方制剂的使用. 由业务

总之, 该方案干预后, 消化内科的抗菌药物

院长负责督促该方案的执行和实施, 且每月药

的使用率、使用强度、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

事委员会利用信息管理系统对门诊用药处方和

比例及E. coli 的耐药率均明显降低. 为该方案的

住院医嘱进行抽查, 并向全院通告不合理用药

进一步实施提供了依据, 同时也为抗菌药物等

处方及医嘱的处罚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 该方案

的合理使用提供参考.

干预后, 消化内科的抗菌药物的使用率由41.5%
降为35.4%, 抗菌药物的使用强度由41.6 DDD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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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头孢唑啉、头孢呋辛、头孢曲松和复方新诺
明的耐药率超过50%, 本科室明确规定临床医
师加强对目标菌的耐药监测, 并参照药敏试验
结果来选用这些药物; 对环丙沙星、左旋氧氟
沙星、庆大霉素和氨苄西林/舒巴坦的耐药率超
过40%; 对氨曲南的耐药率超过30%; 对头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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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的耐药率均在30%以下; 低于刘少华等 [11]和

14

瞿渝佳等

[12]

的报道.

随着广谱抗生素的广泛应用, 特别是三、四
代头孢菌素的使用率不断增高, E. coli 出现了大
量的多重耐药菌株. 该菌的耐药性产生的主要
原因是菌株产生ESBLs及AmpC酶[13-17]. ESBLs
是由质粒介导的能水解含氧亚氨基的β-内酰胺
酶类抗菌药物, 并可被β-内酰胺酶抑制剂抑制
的一类β-内酰胺酶, 可通过接合、转化和传导等
方式在细菌之间传递, 导致耐药扩散[18,19]. 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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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头孢菌素酶(AmpC
酶): 根据Bush-Jacoby-Medeirors(BJ-M)最新分类法,
β-内酰胺酶分为4
组, 根据其氨基酸
序列分为A、B、
C、D 4种分子类
别, AmpC酶为C类
酶, 属于I组; 其可
以由染色体介导,
也可以由质粒介
导, 可分诱导型、
结构型和质粒型
等3种类型; AmpC
酶对β-内酰胺酶
抑制剂不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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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CLINICAL PRACTICE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食管乳头状瘤发病的相互关系
丘延俊， 叶惠惠， 张凌云， 麦燕贞， 叶银凤， 杜宝如

丘延俊， 麦燕贞， 叶银凤， 杜宝如，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高明
区人民医院消化内镜中心 广东省佛山市 ５２８５００
叶惠惠， 张凌云，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高明区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 广东省佛山市 ５２８５００
丘延俊， 主要从事消化系统疾病的消化内镜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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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pril 2014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o
summarize the endoscopic performance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EP. Meanwhile, 1000
patients with chronic superficial gastritis diagnosed by endoscopy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used as controls. The rate
of H. pylori infe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among 82 cases of EP, which could
occur throughout the whole esophagus and
had varied shapes (mostly spherical or hemispherical sessile polyp-like bulges). EP were
mostly single and had soft texture, gray color,
and a diameter ≤ 0.5 cm. No malignancy was
found by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mong the
EP.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age
or gende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P > 0.05). The rate of H. pylori infec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21.95% vs 67.4%, P
< 0.01).

■背景资料

食管乳头状瘤
(esophageal papillomas, EP)是起
源于食管鳞状上
皮的息肉样肿
瘤, 自1959年经首
次报道并经病理
学证实以来, 愈
来愈受人们的关
注. 而幽门螺杆
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自
1982年被Warren
等发现以来, 一直
是上消化道疾病
研究的热点.

CONCLUSION: The rate of H. pylori infection
in patients with E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suggesting that H. pylori infection might have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occurrence of EP.
© 2014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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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nd end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esophageal papilloma
(E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infection and the occurrence
of EP.

Qiu YJ, Ye HH, Zhang LY, Mai YZ, Ye YF, Du BR.
Relationship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occurrence of esophageal papill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4; 22(25): 3881-3886 URL: http://
www.wjgnet.com/1009-3079/22/3881.asp DOI: http://
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81

METHODS: Eighty-two patients with EP (experimental group) who underwent endoscopy
and were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using biopsy specimens at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2

摘要
目的: 探讨食管乳头状瘤(esophageal papilloma,
EP)的临床胃镜特点及其与幽门螺杆菌(H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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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过去一直认为食
管乳头状瘤在临
床上较罕见, 但近
几年随着内镜技
术的应用和发展,
检出率逐年提高,
而H. pylori 感染
与慢性胃炎、消
化性溃疡等上消
化道疾病的发生
密切相关, 但是关
于食管乳头状瘤
与H. pylori 感染
的相互关系尚未
见报道.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感染的相互关系.
方法: 回顾性总结分析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高
明区人民医院消化内镜中心2012-04/2014-04
行胃镜检查并经活检标本病理证实的82例EP
患者, 选取该82例患者作为试验组, 分析其胃
镜下表现、病理特征; 并随机选取同期行胃镜
检查诊断为慢性浅表性胃炎的患者1000例作
为对照组, 分析两者H. pylori 阳性感染率的统
计学差异.
结果: (1)82例行胃镜检查发现的EP患者无明
显性别差异, EP可发生于全段食管, 形态多样,
多呈球形或半球形广基息肉样隆起, 质地软,
色灰白, 单发多见, 直径多≤0.5 cm; (2)82例EP
患者经病理检查, 均未见恶变; (3)82例EP患者
与1000例慢性浅表性胃炎患者在年龄、性别
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 >0.05), 其H. pylori 阳性
感染率分别为21.95%及67.4%, 两者相比,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结论: H. pylori 在EP中的感染率明显低于对照
组, 提示H. pylori 感染可能对EP的发病起着一
定的反作用, 其确切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食管乳头状瘤； 幽门螺杆菌感染
核心提示：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在食管乳头状瘤(esophageal papilloma, EP)
患者中的感染率明显低于慢性浅表性胃炎组患
者, 初步推测, H. pylori 感染可能对EP的发病起反
作用.

■相关报道

许多学者报道EP
与胃食管返流病
(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GERD)引起的黏
膜损伤有一定关
系, 而众多文献
又报道H. pylori
感染与GERD之
间存在一定的关
系, 具体关系存在
争议: 部分学者
报道H. pylori 可
促使GERD的发
生; 部分学者提出
H. pylori 可能对
GERD的发生具保
护作用; 另有一些
学者提出H. pylori
与GERD之间无相
关关系.

第２２卷

第２５期

学者Warren等[1]发现以来, H. pylori 一直是上消
化道疾病研究的热点. 目前已知H. pylori 感染与
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胃黏膜相关淋
巴瘤的发生密切相关, 但是其与EP的相互关系
尚未见报道. 我们拟通过回顾性分析82例EP的
常规检查及H. pylori 检测, 探讨EP的临床症状、
胃镜下表现、病理特征及其与H. pylori 感染之
间的相互关系.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高明区人民医院
消化内镜中心2012-04/2014-04共行胃镜检查
8899例, 经胃镜检查初步诊断为EP 82例, 占同
期胃镜检查的0.0921%(82/8899). 除外近4 wk内
曾行H. pylori 根除治疗及服用铋制剂、质子泵
抑制剂及其他抗菌药物者. 该82例患者作为试
验组, 其中男性39例, 女性43例, 年龄18-73岁, 平
均年龄45.34岁±7.42岁, 高发年龄段为30-50岁,
占56.2%. 另选取同一时期经我院胃镜诊断为慢
性浅表性胃炎的患者1000例作为对照组, 其中
男性458例, 女性542例, 年龄21-84岁, 平均年龄
35.19岁±2.38岁.
1.2 方法 使用的胃镜为Olympus GIF-H260及
GIF-Q180. 检测H. pylori 时用胃镜在距幽门2-5
cm处取胃黏膜组织, 用胃H. pylori 快速检测试纸
(Guangzhou BeiSiQi diagnose reagent Co., LTD.)
行快速尿素酶测定, 根据试纸颜色变化判断是
否感染H. pylori . 患者在行胃镜检查过程中如发
现≤0.5 cm的EP病变则在退镜时用活检钳作全
瘤咬除活检(75例), 对>0.5 cm的EP病变则采用

丘延俊， 叶惠惠， 张凌云， 麦燕贞， 叶银凤， 杜宝如． 幽门

高频电热活检钳作内镜下电切(7例), 摘除前先

螺杆菌感染与食管乳头状瘤发病的相互关系． 世界华人

参照活检钳杯口距离测量EP的大小. 选取的标

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８１－３８８６ URL: http://www.

本用750 mL/L乙醇溶液固定, 常规病理切片检

wjgnet.com/1009-3079/22/3881.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2.i25.3881

查, 所有组织标本进行病理学检查均由2名病理
医师进行交叉盲法读片.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 计量

0 引言

资料采用mean±SD表示, 计量资料如为正态分

食管乳头状瘤(esophageal papilloma, EP)是一种

布, 且各组间具有方差齐性采用t 检验; 计数资料

发生于食管黏膜鳞状上皮的息肉样肿瘤, 因其

采用百分数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 检验. P <0.05

组织学上呈现乳头状结构, 轴心为血管结缔组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织, 表面被覆增生成熟的鳞状上皮, 故称为食管
鳞状上皮乳头状瘤, 简称食管乳头状瘤. 过去一

2 结果

直认为食管乳头状瘤比较罕见, 但随着内镜技

2.1 临床表现 试验组患者均有不同的临床表现:

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发展, 其检出率逐渐提高,

反酸嗳气8例(9.76%), 胸骨后闷胀2例(2.44%), 胸

但其病因、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自1982年幽门

骨后烧灼感1例(1.22%), 吞咽阻塞感2例(2.44%),

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被澳大利亚

剑突下或上腹痛66例(80.49%), 恶心、呕吐、腹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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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表 1

图 1 内镜下EP形态. Ａ： ＥＰ呈半球形
广基息肉样隆起， 表面光滑， 色泽乳
白； Ｂ： ＥＰ呈半球形广基息肉样隆起，
表面呈颗粒状， 色泽乳白； Ｃ： ＥＰ带蒂，
表面分叶状， 色泽略发红， 近似食管
黏膜； Ｄ： ＥＰ带蒂， 表面分叶状， 可成柔
软珊瑚状， 色泽略发红， 近似食管黏
膜． ＥＰ： 食管乳头状瘤．

B

3883
■创新盘点

本文首次报道H.
pylori 在EP患者中
的感染率明显低
于慢性浅表性胃
炎组患者, 初步推
测, H. pylori 感染
与EP的发病可能
存在一定的关系.

D

EP组、慢性浅表性胃炎组H. pylori 感染率比较 n (%)

的角化过程, 中间为血管结缔组织, 鳞状上皮保
持了正常的细胞极向和分化, 无分化不良. 上皮

n

分组
ＥＰ组

８２

慢性浅表性胃炎组

１０００

H. pylori 阳性 H. pylori 阴性
１８（２１．９５）ｂ
６７４（６７．４０）

６４（７８．０５）
３２６（３２．６０）

层增厚, 棘细胞层肥厚, 基底膜完整, 上皮层内
可见挖空细胞. 所有试验组患者组织学分类均
为鳞状上皮乳头状瘤(图2).
2.4 试验组与对照组H. pylori 阳性感染率比较

ｂ

Ｐ ＜０．０１ ｖｓ 慢性浅表性胃炎组． ＥＰ： 食管乳头状瘤． Ｈ． ｐｙｌｏｒｉ ： 幽

试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在年龄、性别方面

门螺杆菌．

并无统计学差异(P >0.05). 其中, 试验组患者

胀39例(47.56%), 纳差、乏力4例(4.88%), 黑便1
例(1.22%), 消瘦1例(1.22%), 心悸2例( 2.44%). 从
出现症状到胃镜检查的时间为20 d-10年.
2.2 胃镜下特征 试验组患者行常规胃镜检查, 结
果显示: (1)病变部位: 可发生于全段食管, 其中
食管上段32例(39.02%), 食管中段22例(26.83%),
食管下段28例(34.15%); (2)病变个数: 单发者77
例, 多发者5例(3例为2枚, 2例为3枚); (3)病变大
小直径多数为≤0.5 cm, 最大直径1.1 cm; (4)病
变形态: 82例89枚EP中呈球形或半球形广基息

中有18例感染H. pylori , 感染率21.95%(18/82);
对照组患者中有674例感染H. p y l o r i , 感染率
67.4%(674/1000). 两组相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1)(表1).
2.5 内镜下治疗 行常规胃镜检查发现病变后, 若
EP直径≤0.5 cm, 则直接用活检钳摘除送病理,
对于EP直径>0.5 cm, 病例经首次活检病理证实
后择期行内镜下高频电切除. 无论病灶大小, 经
内镜下治疗均无明显出血和穿孔, 对于连续咬
检EP患者, 其食管局部都会呈现类似黏膜剥脱
的外观, 仅少许渗血, 未做特殊处理.

肉样隆起者39枚, 带蒂者17枚, 注水后呈漂浮状,
表面呈分叶状者41枚, 部分似一簇白色绒毛或

3 讨论

柔软珊瑚, 表面光滑者20枚, 表面呈颗粒状者16

尽管食管乳头状瘤早于1959年就由Adler等[2]首

枚; (5)病变色泽: 呈乳白色者60枚, 色泽近似食

次报道并经病理学证实, 但其仍为较罕见的食

管黏膜略发红者22枚(图1); (6)病变质地: 柔软,

管良性肿瘤. 其起病隐匿, 20世纪70年代前多

活检钳触动可变形; (7)其他: 伴随子宫颈癌1例,

在尸检中发现, 其尸检检出率为0.01% [3], 后随

未发现伴随其他部位恶性肿瘤病例.

着内镜检查的普及及发展, 该病的发现有增多

2.3 病理特征 与正常胃黏膜组织相比, EP患者病

趋势. 据Terada[4]报道, 在连续收集的910例食管

理特征表现为: 表层为增生的鳞状上皮, 有显著

标本中, E P检出率占4.5%, 而国内文献报道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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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结果
有助于提高消化
内科医师对EP及
H. pylori 感染相
互关系的认识, 并
为EP的防治及H.
pylori 的根除策略
提供一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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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胃黏膜组织的病
理特征(HE染色×100).
Ａ： 正常胃黏膜组织的病
理特征； Ｂ： ＥＰ胃黏膜组
织的病理特征． ＥＰ： 食管
乳头状瘤．

B

病在上消化道中的总检出率为0.05%-0.25% [5],

34.15%, 并无显著性差异, 这与Terada等[4]报道的

国外文献报道其在上消化道中的总检出率为

情况大体一致: 41例EP患者中, 6例位于颈段食

[6]

0.01%-0.45% , 我院总检出率为0.0921%, 与文

管, 12例位于上段食管, 11例位于中段食管, 12例

献报道一致. EP以单发为主, 多发的少见, 但Park

位于下段食管.

[7]

等 报道了1例69岁胃癌晚期行胃大部切除术患

由于EP病因不明, 发病机制也有争议, 常认

者, 在术后2年行胃镜检查中发现该患者从梨状

为是食管慢性炎症刺激、黏膜损伤后再生的结

窝至食管-胃吻合口处可见多发(>100枚)无蒂、

果, 如与胃食管返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结节状EP, 这是目前为止报道的最多枚数的EP.

disease, GERD)、食管裂孔疝、食管炎以及其他

我院收集资料显示EP多发者仅5例(3例为2枚, 2

物理化学因素刺激如吸烟饮酒机械操作等引起

例为3枚). 男女均可发病, 国外报道男性发病率

黏膜损伤有关. 在众多报道EP的国家中, 欧洲国

高于女性, 我院资料显示女性43例, 男性39例,

家较为普遍, 其报道率约占75%[13], 这是否意味

发病比例为1.1∶1, 无明显性别差异. 该病可发

着EP的发生与饮食结构有关尚有待思考. 因部

生于任何年龄, 但多见于中老年人, 我院收集资

分EP的外观和组织学变化与湿疣相似, 呈增生

料显示患者发病平均年龄为45.34岁, 高发年龄

的乳头状结构, 有的还有挖空细胞和双核细胞,

[8,9]

.

故推测EP与人乳头状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早在1974年, Benisch等 就报道EP并无特异性

virus, HPV)感染有关, 此推测自1982年提出以

临床表现, 但摘除EP后, 患者的吞咽困难症状可

来, 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通过免

段为30-50岁, 占56.2%, 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10]

[11]

有所改善. Sandvik等 则报道EP位于中上1/3食

疫组织化学发现多发性EP存在低危型HPV阳性

管的患者表现出吞咽困难及胸骨后疼痛, 提示

表达[14], 并经PCR检测出HPV DNA的存在[15], 特

EP患者可伴发吞咽困难、胸骨后不适. 我院资

别是HPV 16亚型[14], 认为EP与HPV感染有关. 然

料亦显示该病无特异性临床表现, 以上腹部症

而众多文献报道中关于EP的HPV检测结果并不

状居多, 有极少数患者可有吞咽阻塞、胸骨后

一致, 有学者报道EP患者HPV DNA检测结果阴

烧灼感. 其中仅有1例患者伴发子宫颈癌.

性[6,7,16,17], 认为EP与HPV感染无关. 针对这些相

EP的最显著特征是具有乳头状结构, 内镜

悖的结果, Syrjänen等[18]通过Meta分析总结了来

下近距离观察较易辨认, 但因E P形态多样, 可

自不同地域的427例EP, 其中有132例(30.9%)检

呈现球形或半球形隆起、分叶状、羽毛状等形

测出HPV DNA阳性, 而这一阳性检出率与HPV

态, 病理检查仍为其诊断关键, 且需注意与食

检测方法或地理区域并无显著关系, 提示EP与

管黏膜白斑、糖原性棘皮病、食管息肉、寻

HPV感染的确切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常疣, 特别是早期食管癌、疣状癌相鉴别. 我

H. pylori 感染是人类最常见的细菌感染之

院所有EP患者经病理检查均未见恶变细胞, 提

一, 其全球总感染率超过50% [19] . 他是慢性胃

示其为良性病变, 但有学者报道了一例经病理

炎、消化性溃疡、胃癌、胃黏膜相关淋巴瘤等

检查后发现EP癌变(上皮内癌)的病例, 提示EP

的致病因素之一, 但是关于他与EP的相互关系

有恶变可能 [12]. 因此, 关于E P的转归仍需人们

暂未见报道. 许多学者提到GERD以及其他物理

的关注. E P全程食管均可发病, 但文献报道多

化学因素刺激等引起损伤黏膜与EP有一定关系,

见于中下段食管, 我院资料显示EP位于食管上

而许多文献又报道H. pylori 与GERD之间的关系

段占39.02%, 食管中段占26.83%, 食管下段占

存在争议: Polat等[20]提出H. pylori 可促使G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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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 且H. pylori 感染强度与GERD分级存在

接采用活检钳作全瘤咬除, 经济简便, 且一般出

明显相关; 而一些学者提出根除H. pylori 可能会

血量少, 出血多者可内镜下喷洒去甲肾上腺素

增加GERD发生的危险性[21], 提示H. pylori 可能

进行止血; 对瘤体直径>0.5 cm的EP, 可采用高频

对GERD的发生、发展具有保护作用; 但另有一

电凝切除, 由于EP起源表浅, 与下层组织分界清

些学者提出H. pylori 与GERD之间无相关关系

晰, 因此切除时, 残基不必过度处理, 以减少并

[22, 23]

.

基于此, 我们对H. pylori 与EP的相互关系进行了

发症的发生.

探讨. 由于慢性浅表性胃炎在中国是一个极其

总之, EP作为一种发生于食管黏膜鳞状上

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 因此我们选取慢性浅表

皮的息肉样肿瘤, 检出率逐渐提高, 其病因尚不

性胃炎患者作为对照组, 以比较其与EP患者的

明确, 但H. pylori 感染可能对EP的发生起一定的

H. pylori 感染率, 并事先比较两组患者在性别、

反作用, 其确切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且一经发

年龄方面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显示, 两组患者在

现, 即应及时对EP行内镜下治疗.

性别、年龄方面并无统计学差异(P >0.05), 而EP
组患者H. pylori 阳性感染率为21.95%, 慢性浅表
性胃炎组患者为67.4%, 两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
异(P <0.01), 可见, H. pylori 在EP中的感染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 据此, 我们可以初步推断H. pylor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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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ve endocarditis (IE) has
dropped, but it is not clinically rare. If not
treated timely, the patients will suffer from a
high risk of mortality. Early prevention, timely
diagnosis, rational use of antimicrobial drugs
and proper operation timing are important for
decreasing the fatality rate. Cirrhotic patients
are prone to low immunity and intestinal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When unexplained fever, septicemia, new heart murmurs or the changes of
primary heart murmurs are noted clinically, the
physicia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E, and blood
culture and cardiac ultrasound are needed to establish a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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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近年来感染性心内膜炎
(infective endocarditis, IE)发病率已有所下降,
但临床上仍不罕见. IE需及时治疗, 否则死亡
率极高. 可以通过早期预防、及时诊断、合
理应用抗菌药物及选择手术时机降低病死率.
肝硬化患者免疫力低下且易发生肠道细菌移
位, 临床上如出现不明原因的长期发热或败血
症、新近出现的心脏杂音或原有心脏杂音强
度或性质发生改变, 需要高度警惕IE可能, 应
尽早行血培养及心脏超声检查以明确诊断.

■背景资料

感染性心内膜炎
(infective endocarditis, IE)是指由病
原微生物经血行
途径引起的心内
膜、心瓣膜、临
近大动脉内膜的
感染并伴赘生物
的形成. 近年来IE
发病率有所下降,
由于肝硬化患者
免疫功能低下, 易
继发感染, 其并发
IE临床症状体征
不典型, 临床极易
漏诊和误诊.

© 2014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肝硬化； 感染性心内膜炎； 败血症
核心提示： 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
IE)发病率已有所下降, 但临床上仍不罕见, 且死亡
率极高. 肝硬化患者免疫力低下且易发生肠道细
菌移位, 从而继发感染. 临床上IE患者临床表现缺
乏特异性, 极易漏诊和误诊. 如出现不明原因的长
期发热或败血症、新近出现的心脏杂音或原有心
脏杂音强度或性质发生改变, 应尽早行血培养及
心脏超声检查以明确诊断, 以防误诊, 尽早诊治.
王娜， 邱雨滋， 尹洁， 王妍， 姜慧卿． 肝硬化合并感染性心内膜
炎２例．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 ２２（２５）： ３８８７－３８９０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2/3887.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2.i25.3887

0 引言
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 IE)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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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流行病学
研究显示IE发病
率有所下降, 但临
床上并非罕见. 其
临床表现缺乏特
异性, 不同患者间
差异很大, 极易漏
诊和误诊. 肝硬化
患者免疫力低下
且易发生肠道细
菌移位, 从而继发
感染. 临床上需高
度重视, 早期预
防、及时诊断、
合理应用抗菌药
物及选择手术时
机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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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病原微生物经血行途径引起的心内膜、心瓣

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 CRP)60.5 mg/L; 血

膜、临近大动脉内膜的感染并伴赘生物的形成.

培养: 大肠埃希菌(2次); 肝炎筛查均阴性; HBV

近年来IE发病率有所下降, 但临床上仍不罕见.

DNA<1000 copies/mL; 上腹计算机断层扫描

肝硬化患者免疫功能低下, 易继发感染, 其并发

(computed tomography, CT): 肝硬化、门静脉高

IE临床极易误诊, 且少有报道. 现将河北医科大

压, 脾脏略增大, 腹水; 心脏彩超: 主动脉窦部、

学第二医院收治的2例肝硬化合并感染性心内

升主动脉及肺动脉增宽, 全心扩大, 二尖瓣重度

膜炎病例报道如下.

关闭不全, 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 三尖瓣轻度
关闭不全, 二尖瓣前叶赘生物, 左室收缩功能减

1 病例报告
病例1: 患者男性, 76岁, 主因上腹不适1年, 发

低, 射血分数(ejection fraction, EF%)38.21%. 患
者诊断为肝硬化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 给予哌

热半月于2013-08-17入院. 患者缘于1年前无

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4.5 g q6h, 静点抗感染, 胸

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部不适, 进食后为著, 伴

腺肽提高免疫力, 利尿, 补充白蛋白、血浆加强

反酸、烧心、乏力、纳差, 伴腹胀, 无腹痛,

支持, 多烯磷脂酰胆碱、异甘草酸镁保肝等综

无恶心、呕吐, 半个月前出现发热, 体温最高

合治疗后患者体温控制在37.0 ℃-37.5 ℃左右,

达38.5 ℃, 午后为著, 伴发冷、寒颤及肌肉酸

心外科会诊考虑患者肝储备功能差, 手术风险

痛, 无咳嗽、咳痰, 无腹泻, 无尿频、尿急、尿

大, 家属拒绝手术治疗, 抗生素治疗6 wk后停药

痛, 无盗汗、皮疹及关节肿痛, 需用退热药物

自动出院, 随访患者仍间断低热.

及抗生素治疗, 效果差. 查体: 体温38.0 ℃, 心
率76次/分, 呼吸21次/分, 血压(blood pressure,
BP)120/50 mmHg, 皮肤、巩膜无黄染, 未见肝

病例2: 患者女性, 58岁, 主因间断发热1 mo
于2013-11-10入院. 患者于1 mo前无明显诱因
出现间断高热, 最高达41 ℃, 伴发冷、寒战, 无

掌及蜘蛛痣, 双肺呼吸音清, 未闻及干湿性啰

肌肉疼痛、胸痛, 无咳嗽、咳痰, 无腹痛、腹

音, 心前区无隆起, 心率80次/分, 律不齐, 第一

胀, 无关节肿痛及皮疹, 无尿频、尿急、尿痛、

心音强弱不等, 二尖瓣听诊区可闻及4/6级收缩

腰痛等, 伴乏力, 食欲下降, 纳差, 应用抗生素效

期吹风样杂音. 腹平坦, 未见胃肠型及蠕动波,

果差, 需用退热药物体温降至正常. 查体: 体温

无腹壁静脉曲张, 腹软, 全腹无压痛、反跳痛及

38.9 ℃, 心率86次/分, 呼吸20次/分, BP 134/65

肌紧张, 肝脾未触及, 移动性浊音阳性, 肠鸣音

mmHg, 皮肤、巩膜无黄染, 无出血点、瘀点及

正常存在, 双下肢轻度指凹性水肿. 既往“心

瘀斑, 双手可见肝掌, 未见蜘蛛痣, 双肺呼吸音

律失常, 房颤”病史7年余. 饮酒史约30年, 200

清, 未闻及干湿性啰音, 心前区无隆起, 心尖搏

g/d. 辅助检查: 血常规: 白细胞计数(white blood

动不弥散, 触无震颤, 叩心界不大, 心率86次/分,

cell count, WBC)6.3×109/L, 中性粒细胞百分率

律齐, 心音有力, 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 腹

(neutrophil percentage, NE%)83.3%, 红细胞计数

平坦, 无胃肠型及蠕动波, 无腹壁静脉曲张, 腹

(red blood cell count, RBC)2.1×1012/L, 血红蛋

软, 全腹无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 未触及包

白(hemoglobin, HGB)72 g/L, 血小板计数(blood

块, 肝脾肋下未触及, 叩鼓音, 移动性浊音阴性.

9

platelet count, PLT)132×10 /L; 肝功能: 总胆

既往20余年前有血液回输史. 辅助检查: 血常

红素(total bilirubin, TBIL)37.27 μmol/L, 直接

规: WBC 5.54×109/L, NE% 81.71%, RBC 2.95

胆红素(direct bilirubin, DBIL)24.83 μmol/L, 白

×1012/L, HGB 95 g/L, PLT 71×109/L; 肝功能:

蛋白(albumin, ALB)28.2 g/L, 丙氨酸氨基转移

TBIL 29.2 μmol/L, DBIL 13.6 μmol/L, ALB 29.5

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25 U/L, 天门

g/L, GLB 41.7 g/L, ALT 14 U/L, AST 18 U/L,

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 transferase,

GGT 34 U/L; 凝血常规: PT 14.6 s, PA 59%; 血沉

AST)39 U/L, γ-谷氨酰转肽酶(gamma glutamyl

85 mm/h; CRP 63.8 mg/L; 降钙素原: 2.06 ng/mL;

transpeptidase, GGT)118 U/L, 碱性磷酸酶(alka-

血培养: 肺炎克雷伯杆菌(3次); 骨髓培养阴性;

line phosphatase, CHE)1453 U/L; 凝血常规: 凝

骨髓涂片: NAP积分172分; 乙型肝炎五项阴性;

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 PT)14.9 s, 凝血

丙肝抗体阳性, HCV RNA 1.34×106 copies/mL;

酶原活动度(prothrombin activity, PA)51%, 血沉

流行性出血热抗体阴性, 肥达、外斐试验阴性,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27 mm/h, C

病毒系列均阴性, 梅毒、艾滋抗体阴性, 布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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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凝聚试验(-), PPD试验(-). 上腹CT: 肝硬化、

细菌直接进入体循环, 引起细胞免疫功能下降

脾大、少量腹水, 胆囊炎. 超声心动: 二尖瓣前

而更易发生感染; (3)肝硬化时血清白蛋白生成

外侧乳头肌与腱索交界处约25 c m之内可探及

减少, 脾功能亢进引起白细胞减少均致机体免

多个高回声赘生物, 随心脏收缩飘动, 形态改变,

疫防御能力低下; (4)患者有长期房颤病史及二

致二尖瓣前叶腱索松弛, 二尖瓣轻-中度关闭不

尖瓣重度关闭不全等瓣膜基础病所致的血液湍

全. 患者诊断为肝硬化合并感染性心内膜炎, 给

流及瓣膜内皮损伤因素, 有利细菌黏附.

予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4.5 g q4h, 静点抗感

IE被认为“致命的感染性疾病综合征”之

染, 补充白蛋白、血浆加强支持, 还原型谷胱甘

一, 属危重病, 总死亡率为20%-25%, 临床表现

肽、异甘草酸镁保肝, 胸腺五肽调节免疫力2 wk

缺乏特异性, 不同患者间差异很大, 老年或免疫

后患者体温降至正常, 转外科手术治疗.

受损的患者甚至无明确发热病史, 需及时治疗.

3889
■应用要点

临床上肝硬化患
者如有原因不明
的发热或败血
症、新出现的心
脏杂音或原有心
脏杂音出现强度
或性质的变化, 需
要高度警惕感IE,
无论有无心脏病
病史及心脏杂音,
应尽早行血培养
及心脏超声检查
以确诊.

临床上需高度重视, 早期预防、及时诊断、合
2 讨论

理应用抗菌药物及选择手术时机降低病死率.

根据IE诊断标准, 患者均符合血培养阳性和心内

部分患者可经抗菌药物治疗得以痊愈, 但仍有

膜受累证据(指超声心动图阳性发现)2项主要标

60.5%的患者需要手术治疗, 且术后需继续应用

准, 同时符合基础心脏疾病和易感人群、体温

抗菌药物以清除残余病原菌 [4]. 病例1患者足量

>38 ℃, 2项次要标准, 考虑IE诊断明确. 同时患

应用有效抗生素6 wk后, 仍有发热, 感染难以控

者存在肝炎标志物阳性, 有胆红素升高、白蛋

制, 原则上需要外科手术进一步清除残留感染

白低、凝血功能异常等肝功能减退表现, 有脾

灶, 但患者肝功能储备能力差, 手术风险大, 家

大、脾功能亢进、腹水等门脉高压证据, 肝炎

属拒绝. 病例2患者应用足量有效抗生素2 wk后,

肝硬化失代偿期诊断明确.

治疗有效, 体温正常, 早期行外科手术治疗改善

IE是指由病原微生物经血行途径引起的心

预后. 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主要有患者是否有

内膜、心瓣膜、临近大动脉内膜的感染并伴赘

心脏和非心脏并发症、病原微生物种类、超声

生物的形成. 近年来流行病学研究显示IE发病率

心动图征象. 患者如合并有心力衰竭、血管周

有所下降, 但临床上并非罕见. 细菌是IE最常见的

围炎、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之一者, 其死亡风

致病微生物, 同样真菌、病毒、衣原体、立克次

险极大. 有外科指征而手术风险较高、无法实

体、螺旋体等微生物可继发IE感染[1]. 研究[2]表明

施手术者预后差.

IE病原学已发生变化, 葡萄球菌位居首位, 链球菌

临床上肝硬化患者如有原因不明的发热或

已退居第二位, 其次为肠球菌. 目前关于肺炎克

败血症、新出现的心脏杂音或原有心脏杂音出

雷伯杆菌、大肠埃希菌引起IE的报道也越来越

现强度或性质的变化, 需要高度警惕IE, 无论有

多[3]. 因此, 临床上我们需要高度警惕不典型菌引

无心脏病病史及心脏杂音, 应尽早行血培养及

起的IE.

心脏超声检查以确诊. 在确诊IE后, 治疗方面应
[2]

根据欧洲IE的防治指南 , 其发病机制可能

遵循抗生素早期、合理、大剂量、联合、长疗

有: (1)瓣膜内皮细胞受损或炎症, 有利于细菌黏

程的原则, 同时如合并难治性感染、心衰、血

附及感染; (2)短暂菌血症; (3)宿主防御功能低

栓事件时根据病情可早期手术治疗.

下. 肝硬化患者并发IE报道较少, 大多数IE发生
于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患者, 如风湿性心脏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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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消化杂志》投稿须知

1 投稿总则

《Abstracts Journals》和《Digital Object Identiﬁer》

１．１ 性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World Chinese Journal
of Digestology , WCJD , ISSN 1009-3079 (print)

收录.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于2012-12-26获得

ISSN 2219-2859 (online), DOI: 10.11569)》是一份

化杂志》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2-12-07

同行评议和开放获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

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

OAJ), 创始于1993-01-15, 旬刊, 每月8、18和28号

版)》统计显示, 总被引频次3871次(他引率0.82),

出版.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影响因子0.775, 综合评价总分65.5分, 分别位居内

由483位专家组成, 分布在30个省市、自治区和

科学研究领域类52种期刊第5位、第7位和第5位,

特别行政区.

并荣获2011年度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A+)称号.《世界华人消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的首要任务是出版

１．２ 栏目 述评, 基础研究, 临床研究, 焦点论坛, 文

胃肠病学, 肝病学, 消化系内镜学, 消化系外科学,

献综述, 研究快报, 临床经验, 循证医学, 病例报告,

消化系肿瘤学, 消化系影像学, 消化系介入治疗,

会议纪要. 文稿应具科学性、先进性、可读性及

消化系病理学, 消化系感染学, 消化系药理学, 消

实用性, 重点突出, 文字简练, 数据可靠, 写作规范,

化系病理生理学, 消化系病理学, 消化系循证医

表达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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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统计源期刊(中
国科技核心期刊
2012年版)》,《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2011年版)》
收录的学术期刊.

学, 消化系管理学, 胰腺病学, 消化系检验医学, 消
化系分子生物学, 消化系免疫学, 消化系微生物

2 撰稿要求

学, 消化系遗传学, 消化系转化医学, 消化系诊断

２．１ 总体标准 文稿撰写应遵照国家标准GB7713

学, 消化系治疗学和糖尿病等领域的原始创新性

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

文章, 综述文章和评论性的文章. 最终目的是出版

格式, GB6447文摘编写规则, GB7714文后参考

高质量的文章, 提高期刊的学术质量, 使之成为指

文献著录规则, GB/T 3179科学技术期刊编排

导本领域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实践的重要学术性期

格式等要求; 同时遵照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

刊, 提高消化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

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由百世登出版集团

Editors)制定的《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统一要求

有限公司(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BPG)主

(第5版)》(Uniform requirements for manuscripts

办和出版的一份印刷版, 电子版和网络版三种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s). 见: Ann Intern

版本的学术类核心期刊, 由北京百世登生物医

Med 1997; 126: 36-47.

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作, 所刊载的全部文章存

２．２ 名词术语 应标准化, 前后统一, 如原词过长

储在《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网站上. OAJ最大的

且多次出现者, 可于首次出现时写出全称加括

优点是出版快捷, 一次性缴纳出版费, 不受版面

号内注简称, 以后直接用简称. 医学名词以全国

和彩色图片限制, 作者文章在更大的空间内得

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生理学名

到传播, 全球读者免费获取全文PDF版本, 网络

词》、《生物化学名词与生物物理学名词》、

版本和电子期刊. 论文出版后, 作者可获得高质

《化学名词》、《植物学名词》、《人体解

量PDF, 包括封面、编委会成员名单、目次、正

剖学名词》、《细胞生物学名词》及《医学

文和封底, 作为稿酬, 样刊两本. BPG拥有专业的

名词》系列为准, 药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编辑团队, 涵盖科学编辑、语言编辑和电子编

典》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的《药名词汇》为

辑.目前编辑和出版42种临床医学OAJ期刊, 其中

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新药, 采用

英文版41种, 具备国际一流的编辑与出版水平.

批准的药名; 创新性新药, 请参照我国药典委员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被《中国科技论文统

会的“命名原则”, 新译名词应附外文. 公认习

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2012年版)》, 《中

用缩略语可直接应用(建议第一次也写出全称),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 《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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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 《EMBASE/Excerpta Medica》,

PU, GU, DU, ACTH, DNA, LD50, HBsAg, HCV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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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 AFP, CEA, ECG, IgG, IgA, IgM, TCM,

量”应改为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 如 30 kD改为

RIA, ELISA, PCR, CT, MRI等. 为减少排印错误,
外文、阿拉伯数字、标点符号必须正确打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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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纸上. 中医药名词英译要遵循以下原则: (1)有

大写斜体, r小写正体, 下角标); 也可采用原子质

对等词者, 直接采用原有英语词, 如中风stroke,

量, 其单位是u(小写正体). 计量单位在+、－及-

发热fever; (2)有对应词者应根据上下文合理选

后列出. 在±前后均要列出, 如37.6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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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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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中没有对等词或相应词者, 宜用汉语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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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阴yin, 阳yang, 阴阳学说yinyangology, 人中

数用1×10 12/L, WBC数用1×10 9/L, WBC构成

renzhong, 气功qigong; 汉语拼音要以词为单位

比用0.00表示, Hb用g/L. M r明确的体内物质以

分写, 如weixibao nizhuanwan(胃细胞逆转丸),

nmol/L或mmol/L表示, 不明确者用g/L表示. 1 M

guizhitang(桂枝汤). 通常应小写.

硫酸, 改为1 mol/L硫酸, 1 N硫酸, 改为0.5 mol/L

２．３ 外文字符 注意大小写正斜体与上下角标.

硫酸. 长10 cm, 宽6 cm, 高4 cm, 应写成10 cm×

静脉注射iv, 肌肉注射im, 腹腔注射ip, 皮下注

6 cm×4 cm. 生化指标一律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射sc, 脑室注射icv, 动脉注射ia, 口服po , 灌胃

表示, 例如, 血液中的总蛋白、清蛋白、球蛋

ig. s(秒)不能写成S, kg不能写成Kg, mL不能写

白、脂蛋白、血红蛋白、总脂用g/L, 免疫球蛋

成ML, lcpm(应写为1/min)÷E%(仪器效率)÷

白用mg/L; 葡萄糖、钾、尿素、尿素氮、CO 2

60 = Bq, pH不能写PH或P , H.pylori 不能写成

结合力、乳酸、磷酸、胆固醇、胆固醇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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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酰甘油、钠、钙、镁、非蛋白氮、氯化物; 胆

生物学中拉丁学名的属名与种名, 包括亚属、

坏血酸、尿胆元、氨、维生素A、维生素E、维

亚种、变种. 如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6、尿酸; 氢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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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松(皮质醇)、肾上腺素、汞、孕酮、甲状腺

基因产物用大写正体, 如P16蛋白.

按体质量计算, 一律以“/kg”表示.

２．４ 计量单位 采用国际单位制并遵照有关国家

２．５ 统计学符号 (1)t 检验用小写t ; (2)F 检验用英

标准, GB3100-3102-93量和单位. 原来的“分子

文大写F ; (3)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c2; (4)样本的

H

WCJD|www.wjgnet.com

红素、蛋白结合碘、肌酸、肌酐、铁、铅、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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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原称转速)用r/min, 超速者用g; 药物剂量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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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 ; (5)自由度用希文小写u ;

首; 而表示开头的标点符号, 如括号及书名号

(6)样本数用英文小写n ; (7)概率用英文斜体大

的前一半, 不宜用于一行之末. 标点符号通常

写P . 在统计学处理中在文字叙述时平均数±标

占一格, 如顿号、逗号、分号、句号等; 破折

准差表示为mean±SD, 平均数±标准误为mean

号应占两格; 英文连字符只占一个英文字符的

±SE. 统计学显著性用 P <0.05, P <0.01(P >0.05

宽度, 不宜过长, 如5-FU. 外文字符下划一横线

不注). 如同一表中另有一套P 值, 则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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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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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阿拉伯数字, 如1 000-1 500 kg, 3.5 mmol/L

名, 一般20个字. 避免用“的研究”或“的观

±0.5 mmol/L等. 测量的数据不能超过其测量仪

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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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数波动在百位数, 故应写成3.6 kg±0.4 kg,

并对文章的重要的知识内容进行批评性修改;

过多的位数并无意义. 又如8.4 cm±0.27 cm, 其

(3)接受对准备发表文章的最后一稿. 作者应符

SD/3 = 0.09 cm, 达小数点后第2位, 故平均数也

合条件1, 2, 3, 对研究工作有贡献的其他人可

应补到小数点后第2位. 有效位数以后的数字是

放入志谢中. 作者署名的次序按贡献大小排列,

无效的, 应该舍. 末尾数字, 小于5则舍, 大于5则

多作者时姓名间用逗号, 如是单名, 则在姓与

进, 如恰等于5, 则前一位数逢奇则进, 逢偶(包括

名之间空1格(正文和参考文献中不空格). 《世

“0”)且5之后全为0则舍. 末尾时只可1次完成,

界华人消化杂志》要求所有署名人写清楚自

不得多次完成. 例如23.48, 若不要小数点, 则应成

己对文章的贡献.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不设置共

23, 而不应该23.48→23.5→24. 年月日采用全数

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信作者.

字表达法, 请按国家标准GB/T 7408-94书写. 如

３．３ 单位 作者后写单位的全称空1格后再写省

1985年4月12日, 可写作1985-04-12; 1985年4月,

市及邮政编码. 格式如: 张旭晨, 梅立新, 承德

写作1985-04; 从1985年4月12日23时20分50秒起

医学院病理教研室 河北省承德市 067000

至1985年6月25日10时30分止, 写作1985-04-12

３．４ 第一作者简介 格式如: 张旭晨, 1994年北京

T23:20:50/1985-06-25 T10:30:00; 从1985年4月12

中医药大学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消化系统疾

日起至1985年6月15日止, 写作1985-04-12/06-16,

病的病理研究.

上午8时写作08:00, 下午4时半写作16:30. 百分数

３．５ 作者贡献分布 格式如: 陈湘川与庞丽娟对

的有效位数根据分母来定:分母≤100, 百分数到个

此文所作贡献两均等; 此课题由陈湘川、庞丽

位; 101≤分母≤1 000, 百分数到小数点后1位; 余

娟、陈玲、杨兰、张金芳、齐妍及李洪安设

类推. 小数点前后的阿拉伯数字, 每3位间空1/4阿

计; 研究过程由陈玲、杨兰、张金芳、蒋金

拉伯数字距离, 如1 486 800.475 65. 完整的阿拉伯

芳、杨磊、李锋及曹秀峰操作完成; 研究所用

数字不移行!

新试剂及分析工具由曹秀峰提供; 数据分析由

２．７ 标点符号 遵照国家标准GB/T 15834-1995标

陈湘川、杨兰及庞丽娟完成; 本论文写作由陈

点符号用法的要求, 本刊论文中的句号都采用黑

湘川、庞丽娟及李洪安完成.

圆点; 数字间的起止号采用“-”字线, 并列的汉

３．６ 同行评议者 为了确保刊出文章的质量, 本

语词间用顿号分开, 而并列的外文词、阿拉伯数

刊即将开始实行接受稿件的同行评议公开策

字、外文缩略词及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词间改用

略, 将同行评议者姓名, 职称, 机构的名称与文

逗号分开, 参考文献中作者间一律用逗号分开;

章一同在脚注出版. 格式如: 房静远, 教授, 上

表示终了的标点符号, 如句号、逗号、顿号、分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仁济医院, 上海市

号、括号及书名号的后一半, 通常不用于一行之

消化疾病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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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基金资助项目 格式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料, 1.2 方法; 2 结果; 3 讨论; 4 参考文献. 序号一

助项目, No. 30224801

律左顶格写, 后空1格写标题; 2级标题后空1格

３．８ 通讯作者 格式如: 通讯作者: 黄缘, 教授,

接正文. 正文内序号连排用(1), (2), (3). 以下逐条

330006, 江西省南昌市民德路1号, 南昌大学第

陈述.

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江西省分子医学重点实

０ 引言 应包括该研究的目的和该研究与其他相

验室. huang9815@yahoo.com

关研究的关系.

电话: 0351-4078656

１ 材料和方法 应尽量简短, 但应让其他有经验

收稿日期:

传真: 0351-4086337

修回日期:

的研究者能够重复该实验. 对新的方法应该详

３．９ 英文摘要

细描述, 以前发表过的方法引用参考文献即可,

题名 文章的题名应言简意赅, 方便检索, 英文题

有关文献中或试剂手册中的方法的改进仅描述

名以不超过10个实词为宜, 应与中文题名一致.

改进之处即可.

作者 作者姓名汉语拼音拼写法规定为: 先名, 后

２ 结果 实验结果应合理采用图表和文字表示,

姓; 首字母大写, 双名之间用半字线“-”分开,

在结果中应避免讨论.

多作者时姓名间加逗号. 格式如: “潘伯荣”的

３ 讨论 要简明, 应集中对所得的结果做出解释

汉语拼写法为“Bo-Rong Pan”.

而不是重复叙述, 也不应是大量文献的回顾.

单位 先写作者, 后写单位的全称及省市邮政编

图表的数量要精选. 表应有表序和表题, 并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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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具有自明性的信息, 使读者不查阅正文即可

of Pathology, Chengde Medical College, Chengde

理解该表的内容. 表内每一栏均应有表头, 表内

067000, Hebei Province, China

非公知通用缩写应在表注中说明, 表格一律使

基金资助项目 格式如: Supported by National

用三线表(不用竖线), 在正文中该出现的地方应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30224801

注出. 图应有图序、图题和图注, 以使其容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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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理解, 所有的图应在正文中该出现的地方

Sheng Ma, Taiyua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注出. 同一个主题内容的彩色图、黑白图、线

Center for Digestive Diseases, 77 Shuangta Xijie,

条图, 统一用一个注解分别叙述. 如: 图1 萎缩

Taiyuan 030001, Shanxi Province, China. wcjd@

性胃炎治疗前后病理变化．A: …; B: …; C: …;

wjgnet.com

D: …; E: …; F: …; G: …. 曲线图可按●、○、

收稿及修回日期 格式如: Received: Revised:

■、□、▲、△顺序使用标准的符号. 统计学

摘要 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书写要求

显著性用: aP <0.05, bP <0.01(P >0.05不注). 如同

与中文摘要一致.

一表中另有一套P 值, 则cP <0.05, dP <0.01; 第3套

３．１０ 中文摘要 必须在300字左右, 内容应包括目

为eP <0.05, fP <0.01. P 值后注明何种检验及其具

的(应阐明研究的背景和设想、目的), 方法(必

体数字, 如P <0.01, t = 4.56 vs 对照组等, 注在表

须包括材料或对象. 应描述课题的基本设计, 双

的左下方. 表内采用阿拉伯数字, 共同的计量单

盲、单盲还是开放性, 使用什么方法, 如何进行

位符号应注在表的右上方, 表内个位数、小数

分组和对照, 数据的精确程度. 研究对象选择条

点、±、-应上下对齐.“空白”表示无此项或

件与标准是否遵循随机化、齐同化的原则, 对

未测, “-”代表阴性未发现, 不能用同左、同上

照组匹配的特征. 如研究对象是患者, 应阐明其

等. 表图勿与正文内容重复. 表图的标目尽量用

临床表现, 诊断标准. 如何筛选分组, 有多少例

t /min, c /(mol/L), p /kPa, V /mL, t /℃表达.

进行过随访, 有多少例因出现不良反应而中途

志谢 后加冒号, 排在讨论后及参考文献前, 左齐.

停止研究), 结果(应列出主要结果, 包括主要数

４ 参考文献 本刊采用“顺序编码制”的著录方

据, 有什么新发现, 说明其价值和局限, 叙述要

法, 即以文中出现顺序用阿拉伯数字编号排序.

真实、准确、具体, 所列数据经用何种统计学

提倡对国内同行近年已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给

方法处理; 应给出结果的置信区间和统计学显

予充分的反映, 并在文内引用处右上角加方括

著性检验的确切值; 概率写P , 后应写出相应显

号注明角码. 文中如列作者姓名, 则需在“Pang

著性检验值), 结论(全文总结, 准确无误的观点

等”的右上角注角码号; 若正文中仅引用某文

及价值).

献中的论述, 则在该论述的句末右上角注码号.

３．１１ 正文标题层次 0 引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如马连生 [1] 报告……, 潘伯荣等 [2-5]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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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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４年９月８日

第２２卷

tgxz.pdf. 审稿过程平均时间需要14-2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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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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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５期

Ⅴ

《世界华人消化
杂志》坚持开放
获取(open access,
OA)的出版模式,
编辑出版高质量
文章, 努力实现编
委、作者和读者
利益的最大化, 努
力推进本学科的
繁荣和发展, 向专
业化、特色化和
品牌化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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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写作格式实例

容需要修改、补充或删节时, 本刊编辑部将把

4.1 述评写作格式实例

退修稿连同审稿意见、编辑意见发给作者修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sp.asp

改, 而作者必须于15天内将单位介绍信、作

4.2 研究原著写作格式实例

者符合要点承诺书、版权转让信等书面材料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yjyz.asp

电子版发回编辑部, 同时将修改后的电子稿件

4.3 焦点论坛写作格式实例

上传至在线办公系统; 逾期寄回, 所造成的问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jdlt.asp

题由作者承担责任.

4.4 文献综述写作格式实例

６．３ 版权 本论文发表后作者享有非专有权, 文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wxzs.asp

责由作者自负. 作者可在本单位或本人著作集

4.5 研究快报写作格式实例

中汇编出版以及用于宣讲和交流, 但应注明发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yjkb.asp

表于《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年; 卷(期): 起

4.6 临床经验写作格式实例

止页码. 如有国内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复制、翻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lcjy.asp

译出版等商业活动, 须征得《世界华人消化杂

4.7 病例报告写作格式实例

志》编辑部书面同意, 其编辑版权属本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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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帮助. 投
稿须知下载网址http://www.wjgnet.com/1009-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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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内国际会议预告

2014-03-12/15
2014年亚太肝病研究协会肝病周(APASL)
会议地点: 澳大利亚
联系方式: http://apasl2014.com/
2014-04-05/09
2014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大会(AACR)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aacr.org/home/scientists/meetings-workshops/meetings--workshops-calendar.aspx
2014-04-09/13
2014年第49届欧洲肝病研究协年会(EASL)
会议地点: 英国
联系方式: http://www.easl.eu/_the-international-livercongress/general-information

2014-06-09/12
2014年第47届欧洲儿科胃肠病, 肝病和营养学协会大会
(ESPGHAN)
会议地点: 以色列
联系方式: http://www.espghan2014.org/
2014-06-18/21
2 0 1 4年欧洲胃肠与腹部放射学协会肝部成像研讨会
(ESGAR)
会议地点: 奥地利
联系方式: http://www.esgar.org/files/File/ESGAR14
2014-06-25/28
2014年世界胃肠癌大会(WGIC)
会议地点: 西班牙
联系方式: http://worldgicancer.com/WCGI

2014-04-18/05-20
2014中国超声医学学术大会
会议地点: 北京市
联系方式: http://www.cuda.org.cn/new/meeting

2014-06-25/28
2014年第14届欧洲内窥镜手术协会国际大会(EAES)
会议地点: 法国
联系方式: hdimcs@163.com

2014-04-26/27
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2014年全国学术会议
会议地点: 成都市
联系方式: http://www.cncscp.org/

2014-06-27/28
2014中华医学会肝病与代谢学术研讨会
会议地点: 上海市
联系方式: lilyjia@163.com

2014-05-04/06
2014年美国消化疾病周(DDW)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ddw.org/attendees/faqs
2014-05-16/18
2014第七届世界癌症大会
会议地点: 南京市
联系方式: http://www.bitlifesciences.com/cancer2014/cn/
meeting.asp

2014-07-26/31
2014年世界移植大会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wtc2014.org/
2014-07-28/30
第3届国际肠胃病学与泌尿学大会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omicsgroup.com/gastroenterologyurology-conference-2014/registration.php

2014-05-23/24
第六届药源性疾病与安全用药中国论坛-消化系统与肝
病药物专题研讨会
会议地点: 北京市
联系方式: adrhuiyi@126.com

2014-09-05/07
2014年第8届国际肝癌协会大会(ILCA)
会议地点: 日本
联系方式: http://www.ilca2014.org/

2014-05-30/06-03
2014年美国临床肿瘤协会年会(ASCO)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asco.org/meetings/calendar-events

2014-09-26/30
2014年欧洲临床肿瘤协会年会(ESMO)
会议地点: 西班牙
联系方式: http://www.esmo.org/

2014-06-04/07
2014年第20届国际肝移植协会年会(ILTS)
会议地点: 英国
联系方式: http://www.ilts.org/meetings/

2014-10-18/22
2014年第22届欧洲联合胃肠病学周(UEG)
会议地点: 奥地利
联系方式: http://www.ueg.eu/week/past-future/future-ueg-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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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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卫昌 教授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谭晓冬 副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胰腺甲状腺外科

迟宝荣 教授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田文静 副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

董蕾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王承党 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高泽立 副教授
周浦医院消化科, 上海交大医学院九院周浦分院

王健生 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外科

郭永红 副主任医师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感染科

王学美 研究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室

何向辉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普通外科

王怡 主任医师
天津市传染病医院, 天津市肝病研究所

黄缘 教授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江西省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

吴建兵 教授 主任医师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肿瘤科

姜相君 主任医师
青岛市市立医院消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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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春博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航天临床医院普通外科

徐泱 副教授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外科

李旭 副教授
广州市南方医院急诊科

许文燮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 病理、生理与病理生理系

李瑜元 教授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

姚登福 教授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分子医学中心

刘杰民 副主任医师
贵州省人民医院消化内镜科

殷正丰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刘丽江 教授
江汉大学医学院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袁红霞 研究员
天津中医药大学

牛英才 研究员
齐齐哈尔医学院医药科学研究所

张进祥 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齐清会 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力为 主任医师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

沈薇 教授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

张明辉 副主任医师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肝病中心(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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