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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also called fatty liver, is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liver disease. Although the prevalence
of NAFLD is increasing,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its pathogenesis are incompletely
understood. So far, there has been no effective
approach for 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nology,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gut microbiota alterations including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gut f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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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erial translocation and 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overgrowth, play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FLD. Besides destruction
of the intestinal barrier, the most important
pathogenic mechanism of gut microbiota
distrubance is the facilitation of bacteria and
their toxic products to reach the liver through
the gut liver-axis. The hepatic immune system
is activated through pattern recognition
receptors, such as Toll-like and NOD-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s. The release of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cluding tumor
necrosis factor and interleukins results in
liver injury, which progresses to NAFLD.
Application of probiotics, antibiotics and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has shown
efficiency, which provides new target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AFLD.

■背景资料

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俗称脂
肪肝, 临床常见,
发病机制未完全
明确, 尚无有效
防治方法. 近年,
胃肠道微生态研
究取得进展, 已
证实微生态失调
和NAFLD发病相
关, 本领域成果
为NAFLD防治开
辟新的途径.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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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俗称脂肪肝, 临床常
见, 患病率持续上升, 发病机制未完全明确,
尚无有效防治方法. 近年, 随着高通量测序
的应用, 胃肠道微生态研究取得进展, 已证
实微生态失调(包括胃肠道菌群改变, 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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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NAFLD的防治
有困难与其发病
机制未明确相
关, 胃肠道微生
态失调是近年热
门课题, 从基因
水平探讨发病机
制和防治方法,
发现肠-肝轴、
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
TLRs)和核苷酸
结合寡聚化结
构域受体(NODlike receptors,
NLRs)等概论, 令
NAFLD研究取
得突破性进展.

移位和小肠细菌过度生长等)和NAFLD发病
相关, 肠道微生态失调除了破坏肠黏膜屏障
外, 更主要是通过“肠-肝轴”令细菌及其毒
性产物进入肝脏, 经Toll样受体和NOD样受
体通路激活肝脏免疫系统, 炎症因子(如肿瘤
坏死因子、白介素等)诱发肝脏炎症, 导致
NAFLD. 应用微生态制剂、抗生素及粪菌移
植等方法取得一定疗效, 为NAFLD防治开辟
新的途径.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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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2,3].
N A F L D的发病机制涉及遗传和环境等
因素. 遗传方面包括基因变异及表观遗传学
(epigenetics)的改变(如微小RNA、DNA甲基
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遗传印记和
泛化作用等), 是发病的内因; 环境方面包括高
脂肪、高热量的膳食结构、多坐少动的生活
方式, 是发病的外因[4,5].
近年研究发现胃肠道微生态失调与
N A F L D发病相关, 胃肠道含有人体最大的
细菌库, 正常人肠道菌种达500多种, 总量达
到100万亿, 质量1-2 k g, 菌群主要分布在大

核心提示： 肠道微生态失调与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发病相关,
近年高通量测序技术从基因水平获得有价值资
料, 菌群失调除了导致肠黏膜屏障破坏和能量
摄取增加外, 更重要的是通过“肠-肝轴”, 激
活免疫系统, 恢复胃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是防治
的新方法.

肠和远端回肠, 而胃、十二指肠、空肠及近
端回肠仅有少量细菌(主要为需氧的革兰阳
性球菌). 过去用细菌培养和聚合酶链式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等方法获得
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但耗时耗力, 信息量少.
近年随着高通量和宏基因组测序的应用, 从
基因组水平分析胃肠道菌群的构成,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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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肠道细菌“基因普查”, 获得更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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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细菌基因组是人体细胞的150多倍, 粪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355.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355

便和定植于肠黏膜表面的细菌种类和数量并
不完全一致. 胃肠道微生态失调通过多种机
制扰乱机体稳态, 诱发包括NAFLD在内的许

0 引言

多疾病[6-9].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 o n-a l c o h o l i c f a t t y
liver disease, NAFLD)俗称脂肪肝, 是指以

1 肠道微生态失调和NAFLD相关的证据

肝实质细胞脂肪变性为病理特征, 而无过量

1.1 基础研究 NAFLD患者存在肠道微生态失

饮酒史, 又除外其他肝病的临床综合征, 其

调, 正常人胃肠道细菌分六大门(phylum), 即

病理类型包括单纯性脂肪肝(n o n-a l c o h o l i c

硬壁菌门(含瘤胃球菌属、梭菌属、乳杆菌

fatty liver, NAFL)、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属、真细菌属、粪菌属、罗氏菌属等)、类杆

steatohepatitis, NASH)及NASH相关肝硬化, 后

菌门(含类杆菌属、普雷沃菌属、Xylanibacte

[1]

者可发展为肝癌 . N A F L D常与代谢综合征

菌属等)、放线菌门(含柯林斯菌属、二裂菌

(M e t S)即肥胖、2型糖尿病、血脂紊乱、高

属等)、蛋白菌门(含埃希氏菌属、脱硫弧菌

血压等症状并存, NAFLD可视为MetS的肝脏

属等)、疣微菌门(含阿克曼菌属等)及阔古菌

表现, 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是重

门(甲烷短杆菌属等), 以硬壁菌和类杆菌两门

要的发病机制. N A F L D在全球广泛分布, 现

最为常见, 共占全部细菌的90%[10-12]. NAFLD

已成为发达国家第1位肝病, 普通成人患病

和肥胖者肠道微生态失调, 包括胃肠道菌群

率为20%-33%, 其中NASH占10%-20%, 相关

改变, 细菌移位(bacterial translocation, BT)和

肝硬化2%-3%. 肥胖症患者NAFLD患病率达

小肠细菌过度生长(small intestinal bacterial

60%-90%, 糖尿病患者28%-55%, 高脂血症

overgrowth, SIBO)等 [10,11,13]. 研究 [13,14]显示,

患者27%-92%. 随着肥胖症和MetS在全球流

NAFLD和肥胖者胃肠道类杆菌减少, 硬壁菌

行, 亚洲国家近年患病率迅速上升且呈低龄化

增加, 至硬壁菌/类杆菌比率明显升高. 菌群

起病趋势. 我们在广东省健康人群调查显示

改变是体质量增加和脂肪积聚的独立危险

NAFLD患病率15%, 与上海和香港等发达地区

因素. 儿童胃肠道二裂菌属和金黄色葡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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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属的比例失衡, 是肥胖和NAFLD的危险因
[15]

群营养底物不足, 胆汁分泌减少, 肠道内胆盐

. N A S H患者肠道双歧杆菌、类杆菌等

缺乏, 门静脉回流受阻, 引起胃肠道淤血以及

专性厌氧菌显著减少, 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

肝脏固有免疫系统(如枯否细胞)释放一系列

肠杆菌、肠球菌、酵母菌等兼性厌氧菌显著

炎性因子, 造成肠道黏膜损伤和肠道功能失

素

增加

[15]

. 长期高脂饮食人群胃肠道真菌, 梭

调[6,18-21].

菌属, 二裂菌属减少, 革兰阴性菌增加[16]. BT

2.2 TLRs和NLRs受体 肝脏Toll样受体(Toll-

指胃肠道内细菌移位到胃肠道外脏器(如进

like receptors, TLRs)在肠-肝轴中起重要作

入门静脉到达肝脏, 甚至达体循环). S I B O

用. T L R s是细胞膜上受体家族, 在肝脏的肝

5

指上段小肠需氧细菌数目超过10 /m L. 发生

细胞, 枯否细胞和星状细胞均表达, T L R s通

B T和S I B O时, 肠道内细菌(如革兰阴性菌)

过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增加, 其D N A及细胞壁中的内毒素如脂多糖

molecular patterns, PAMPs)识别微生物分子.

(lipopolysaccharide, LPS)通过门静脉进入肝

在正常人群, T L R s信号通路处于关闭状态,

脏, 引起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通过肠-肝轴, 诱

肠道微生态失调时, 有害细菌的D N A及其产

发肝脏炎症, 导致NAFLD. NAFLD患者常发

生的毒素(如L P S、肽多糖、鞭毛蛋白等)激

生BT和SIBO已被多项 C-D -木糖和乳果糖呼

活TLRs的表达, 上调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14

气试验研究证实

[10]

.

20世纪80年代已
有肠道微生态失
调与NAFLD和其
他疾病相关报告.
近年用高通量测
序从基因组水平
分析胃肠道菌群
构成, 完成了人
类肠道细菌“基
因普查”. 临床
使用微生态制
剂、抗生素及粪
菌移植等新疗法
相继报道.

necrosis factor, TNF-α)、白介素(interleukin,

1.2 动物试验和临床研究 给无菌小鼠灌注来

IL)-1β、IL-6、IL-8、IL-12和单核细胞趋化

自于肥胖小鼠的肠道菌群后, 其体质量显著增

蛋白等炎症细胞因子的转录, 引起下游通路

加, 并发生NAFLD, 有力地证明肠道菌群改变

起瀑布样抗炎效应. 但长时间TLRs过度激活

的致病作用 . 反之, 给动物和NAFLD患者应

会诱发免疫失调、氧应激、I R、肝星状细

用抗生素(包括黄连素)和益生菌可成功防治

胞活化, 进而促进肝脏炎症反应, 导致肝损

NAFLD, 证实肠道微生态失调在NAFLD发病

害和N A F L D [22-24]. 在T L R s家族13个受体中,

相关[6].

TLR2、TLR4、TLR5、TLR9和NAFLD发病

[13]

■相关报道

相关性已得到证实, 其中LPS-TLR4信号通路
2 肠道微生态失调诱发NAFLD的机制

最为重要. 肠道内革兰氏阴性细菌的外毒素

具体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确, 可能涉及下

LPS, 通过门静脉和体循环激活肝脏TLR4, 经

述几方面, 这些病理改变彼此关联, 共同诱发

CD14和MD2辅助, 构成TLR4-MD2-LPS复合

NAFLD发病.

体, 通过骨髓分化因子88(MyD88)依赖和非依

2.1 肠-肝轴(gut-liver axis) 随着解剖学和生理

赖两信号轴, 进一步激活IL-β、IL-6、IL-8、

学的发展, 我们知道胃肠道解剖和功能关系密

IL-12、TNF-α、转化生长因子(transforming

切. 门静脉收集肠道血流, 首先到达肝脏, 肝脏

growth factor, TGF)-β等炎症因子和干扰素

对肠源性物质和肠道菌群产物进行首过作用.

-β的表达, 导致IR和肝脏炎症, 诱发NAFLD,

1987年Volta等[17]发现肝硬化患者胃肠道菌群

并同时促进肝星状细胞活化, 导致肝纤维化.

改变及免疫球蛋白A(immunoglobulin A, IgA)

动物试验显示T L R4 基因变异的小鼠可抵抗

抗体分泌量相应改变. 随后“肠-肝轴”概念

NAFLD的发生和发展, 进一步证实LPS-TLR4

得到重视并逐步完善, 肝脏与胃肠道共同组成

通路的重要性[25]. TLR2被革兰氏阳性细菌(如

消化系统整体, 肠道是肝脏这个生化加工厂的

硬壁菌)壁成分(如肽多糖、脂磷等)激活, 通过

初级原料库, 肝脏通过精细的生化反应, 加工

TNF-α、IL-1β等炎症因子诱发NAFLD. TLR5

来自肠源性物质, 包括肠道菌群产生的有益及

是肠黏膜细胞防御感染的一种固有免疫成分,

有毒产物, 使之向有利人体健康的方向转化.

由鞭毛蛋白激活, 引起IR, 诱发NAFLD. TLR9

在病理状态下, 如肠道菌群改变, BT和SIBO,

由细菌DNA激活, 介导枯否细胞产生IL-1, 促

肠道内的细菌及其产物(如LPS等内毒素)通过

进肝脏炎症和纤维化 [24]. 除T L R s外, 核苷酸

门静脉系统进入肝脏, 引起肝免疫应答异常,

结合寡聚化结构域受体(NOD-like receptors,

导致肝损害. 反之, 肝脏疾病患者的消化系症

N L R s)家族也可识别PA M P s, 诱发免疫失

状(如恶心、呕吐、胃纳下降等)导致肠道菌

调和炎症激活, 是胃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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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胃肠道微生态失
调诱发NAFLD,
机制是除了导致
肠黏膜屏障破坏
和能量摄取增加
外, 更重要的是
通过肠-肝轴, 经
TLRs和NLRs受
体通路, 激活免疫
系统, 诱发下游炎
症因子瀑布样效
应. 恢复胃肠道微
生态的平衡是防
治的新方法.

NAFLD的另一关键受体. 其家族中NLR-P1、

膜免疫屏障 [20] . 化学屏障由胆汁、胃酸和消

NLR-P3、NLR-P6和NLR-C4等被称为炎性蛋

化酶等组成, 肠道微生态失调通过促进胆汁

白复合物(inflammasomes), 促进炎性细胞因

的肠-肝循环, 引起胆汁失衡, 破坏主要由胆汁

子(如TNF-α、IL-1β、IL-18等)的激活和分泌,

酸构成的肠黏膜化学屏障, 抑制肝细胞低密

诱发IR和NAFLD

[10]

.

度及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合成和甘油三酯排泄

2.3 肠黏膜屏障破坏 肠黏膜屏障由生物、机

的能力, 导致脂质在肝脏沉积. 肠道几个屏障

械、免疫和化学等屏障组成, 是保证机体吸

之间相互联系, 任何一个屏障功能受损, 必然

收能量, 储存能量的重要环境因素. 正常情

相应地引起其他屏障功能的损害[6,18-20,29].

况下, 完整的肠黏膜屏障可阻止肠道细菌及

2.4 能量摄取和脂肪合成增加 当肠道微生态失

毒素等物质通过. 肠屏障功能受损时肠道通

调时, 某些可帮助消化食物的肠道菌群增加,

透性增高, 肠道内细菌D N A及其内毒素, 特

令机体摄取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能量. 例如肥

别是革兰阴性菌细胞壁中的L P S大量涌入门

胖和N A F L D者肠道多形类杆菌显著增加 [13],

静脉, 在超过肝脏清除能力时, 可进入体循环

该菌可分裂糖苷键, 降解肠道无法吸收的植物

形成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肠源性内毒素结合

多糖成为可吸收得单糖, 从而增加能量吸收,

脂多糖绑定蛋白(lipopolysaccharide binding

转化为体脂肪和肝脂肪 [16,30,31]. 体外研究 [32]显

protein, LBP), 通过膜表面受体CD14, 激活

示, 肠道微生态失调时, 某些细菌产生t10, c12

肝脏Kupffer细胞, 活化核因子(nuclear factor,

共轭亚油酸, 通过雷帕霉素靶蛋白/固醇调节元

NF)-κB、TNF-α、IL-6、IL-8等促炎因子, 进

件结合蛋白l通路(mTOR/SREBP1), 激活肝细

而引起肝脏炎症损伤

[26]

. 生物屏障由寄居在

肠腔内或定植于肠黏膜表面的肠道常驻菌群

胞株多个脂肪合成基因, 增加脂肪酸和甘油三
酯合成, 引起肝细胞脂肪变.

形成, 有益菌与致病菌相互制约, 互相依存,
在质和量上形成一定的生态平衡, 调节肠上

3 治疗对策

皮细胞的增生和凋亡, 诱导肠上皮细胞产生

NAFLD为MetS的重要组分, 治疗NAFLD首要

多种抗菌肽, 控制炎症因子的表达, 维护肠

目标是改善IR, 防止NAFL向NASH进展, 防止

道内环境的稳定. 如果肠道微生态失调, 有

NASH相关肝硬化、肝癌及其并发症发生. 目

害细菌定植和繁殖呈优势, 通过产生蛋白酶

前NAFLD防治尚无特效药物, 治疗对策为纠

及毒素抑制肠上皮细胞蛋白质合成, 使肠黏

正IR, 减肥是成功的基石, 具体措施包括节制

膜屏障损伤, 从而发生BT和SIBO. 肠道微生

饮食和体育锻炼, 改变不良饮食和生活方式[33].

态失调不单直接破坏生物屏障, 影响肠道功

鉴于NAFLD患者常有不同程度的肠道微生态

能, 扰乱机体能量稳态, 还导致机械, 化学和

失调, 后者又可通过多种机制引起IR, 加重肝

[18-20]

. 机械屏障由肠道黏液

脏损伤, 肠-肝损害互为因果, 并可形成恶性循

层、肠黏膜上皮细胞、细胞间紧密连接等构

环, 有效纠正肠道微生态失调, 阻断恶性循环

成, 肠道微生态失调时, 肠道来源的毒物(如辣

是综合防治中不可缺少的措施.

根过氧化物酶、聚乙烯吡、乙醇等)增加, 肠

3.1 微生态调节剂 包括益生菌、益生元和合

上皮细胞间紧密连接蛋白减少, 肠道黏膜机

生元等3类. 益生菌(probiotics)由对宿主有益

械屏障完整性受损, 肠黏膜及肠血管通透性

无害的正常菌群制成, 主要包括双歧杆菌和

免疫等屏障损害

[19,27,28]

. 免疫屏障由肠道免疫系统细胞群

乳酸杆菌等. 补充益生菌可抑制潜在致病菌

构成, 包括肠道相关淋巴细胞和弥散免疫细

(如葡萄球菌、变形杆菌、假单孢菌)的过度

胞. 淋巴细胞分布于肠道的集合淋巴小结内,

生长, 恢复肠道微生态平衡, 修复肠道菌膜

是免疫应答的诱导和活化的主要部位; 弥散

屏障. 益生元(p r e b i o t i c s)是一类非消化性化

免疫细胞是肠黏膜免疫的效应部位, 分泌型

学物质, 多为低聚糖(乳果糖、乳梨醇、果聚

IgA(secretory IgA, sIgA)是主要体液免疫成分

糖、菊糖等), 能选择性地刺激结肠内有益细

和效应分子. sIgA可包裹革兰阴性杆菌从而发

菌的生长. 乳果糖是临床最常用的益生元, 经

挥保护效应, BT和SIBO时, 肠液中sIgA降低,

肠道细菌分解, 产生乳酸和醋酸, 乳酸可促

肠道脂质过氧化增强, 易于被吸收, 破坏肠黏

进肠道固有益生菌的生长, 乳酸和醋酸均可

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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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肠道酸度, 增加肠道渗透压, 促进肠蠕

抗生素治疗. 临床研究[44]显示, 对这类患者使

动, 加快肠道细菌及毒素从粪便排出. 合生

用多黏菌素, 在肠道微生态失衡得到纠正的

元(synbiotics)是益生菌和益生元选择性组合

同时, 肠道和血清LPS水平降低, NASH得到改

[6]

的合剂, 旨在起到协同作用. P a o l e l l a等 综

善. 用多黏菌素喂养全胃肠外营养的大鼠, 取

合分析10项使用益生菌治疗N A F L D的临床

得同样结果, 大鼠肠道有害细菌数量减少, 血

研究, 疗程2-6 mo, 益生菌的降低患者血清转

清TNF-α水平降低, 肝脂肪变改善[45]. 因重度

氨酶疗效最为确切, 降低体质量, 血脂, 炎性

肥胖症接受空回肠旁路手术的患者, 术后应用

因子等作用也达到显著性, 而影像学改变各

灭滴灵预防感染, 也观察到肝脂肪变得到显著

文献有差异, 5个研究显示肝脂肪变改善, 1

改善, 疗效和患者进食的热量/蛋白等营养失

个研究肝脂肪变反而加重, 这6个研究均无金

衡无关[46].

标准“组织学”结果. M a等

[34]

从475文献中

3.3 粪菌移植 粪菌移植(f e c a l m i c r o b i o t a

筛选4个质量好的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transplantation, FMT), 前称粪便移植, 是将健

controlled trials, RCTs)进行Meta分析, 疗程

康人粪便中的功能菌群移植到菌群分布异常

2-6 m o, 益生菌可显著降低N A F L D患者的

患者的胃肠道内, 重建健康的菌群分布和结

血清转氨酶, 总胆固醇和T N F-α水平, 并改

构的方法[47]. 1958年Eiseman等[48]报道FMT治

善I R, 而其他指标(组织学和影像学等)治疗

疗严重伪膜性肠炎(与艰难梭菌感染有关)4例

前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应用乳果糖治疗

成功, 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关注. 近年, 已有

N A F L D的临床文献尚欠缺, F a n等

[35]

用乳果

不少FMT治疗肠道艰难梭菌感染、炎症性肠

糖口服治疗高脂饮食诱导的N A S H大鼠, 发

病、肠易激综合征等成功的报告 [49]. F M T治

现乳果糖显著降低血清转氨酶和肝组织炎症

疗代谢性疾病和N A F L D在动物试验已有报

程度, 机制为乳果糖在肠道细菌分解下产生

告, 临床研究正于起步阶段. 一项小样本临床

乳酸等物质, 降低肠道酸碱度, 抑制氨类物质

随机对照实验显示, 将体形偏瘦人群的粪便

生成, 并促进肠道固有益生菌的生长. 总体说

移植到患M e t S人群的肠道中, 有助于恢复肠

来, 微生态调节剂为NAFLD治疗提供了全新

道微生态平衡, 改善患者血脂水平和IR, 改善

的方向[36,37].

NAFLD[50].

3.2 抗生素 口服肠道吸收率低的抗生素, 进

3.4 其他药物 因胆汁可抑制肠道内许多致

行肠道去污治疗, 有助于抑制潜在致病菌生

病细菌的生长, 使用利胆剂, 如熊去氧胆酸

长, 恢复肠道微生态平衡, 减少肠源性内毒素

(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有助于调整肠道

血症发生, 改善炎症状态, 调节宿主免疫反应,

微生态平衡. 文献显示UDCA对NAFLD有一定

理论上有助于NAFLD的防治. 应用吸收率和

的治疗作用, 一项纳入的8项临床文献的综述

毒性低的抗菌中药黄连素(盐酸小檗碱)治疗

显示, 肝功能改善在全部研究均达显著性, 其

NAFLD的研究

[38]

已起步. 动物研究

[39]

显示, 黄

连素可调节高脂饮食喂养的脂肪肝小鼠的肠

■应用要点

肠道菌群研究将
为NAFLD的防
治带来全新的方
法. 目前, 微生态
制剂、抗生素及
粪菌移植等方法
初见成效, 干扰
TLRs和NLRs受
体通路的药物正
在研制中.

中6项有肝穿刺活检结果, 均显示组织学显著
改善[51].

道菌群, 令模型鼠粪便中乳酸菌和双歧杆菌等
益生菌数量显著增加, 脂肪肝的组织学显著改
[40,41]

4 结论

显示, 黄连素显著降低2型糖

胃肠道菌群失调和NAFLD发病相关, 随着高

尿病患者的转氨酶水平, 显著改善丙型肝炎

通量测序和宏基因组学的应用, 失调的菌种

善. 临床研究

[42]

, 显著改善

已逐步查明. 发病机制除了菌群失调直接导致

. 由于NAFLD是慢

肠黏膜屏障破坏和能量摄取增加外, 近年确定

性疾病, 合成抗生素使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尚

“肠-肝轴”的重要性, 经TLRs和NLRs受体通

无统一意见, 以治疗NAFLD为目标的临床研

路, 激活肝脏免疫系统, 诱发下游炎症因子瀑

究尚欠缺, 但几项间接观察的研究支持抗生素

布样效应是NAFLD发病的主要原因. 恢复胃

的疗效. 接受全胃肠外营养的患者, 由于没有

肠道微生态的平衡可望成为NAFLD防治的新

经口饮食, 肠道处于淤滞状态, 微生态失调发

方法. 目前, 使用微生态制剂、抗生素及FMT

生率很高, 部分患者还并发其他器官感染, 需

等方法疗效刚起步, 干扰TLRs和NLRs受体通

合并NAFLD患者的肝组织坏死
NAFLD患者的血脂紊乱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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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胃肠道微生态:
正常人有500多
菌种, 总量100万
亿, 质量1-2 kg,
微生态失调扰乱
机体稳态, 诱发
NAFLD和多种
疾病;
肠-肝轴: 肝脏与
胃肠道共同组成
消化系统整体,
两者功能联系,
疾病相关.

路尚在摸索中. 肠道菌群研究将为NAFLD的
防治带来全新的方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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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reoperative
ulinastatin on liver function and 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 signaling pathway in mice after 70%
hepatectomy.
METHODS: A total of 48 male ICR mice
weighing 25-30 g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ulinastatin group.
Blood and liver tissu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on days 1, 3, 5 and 7 after 70% hepatectomy.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 total bilirubin
(TB)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levels
were measured, while liver tissues were used
for morphology study and AMPK signaling
analysis.
R E S U LT S : Serum AST levels on days 1
and 3 and serum LDH levels on day 3 after
hepatectom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ulinastati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Subsequent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MPK signaling pathway was
activated significantly later and bile salt export
protein (BSEP) was express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ulinastati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Ulinastatin can reduce liver
injury by promoting the recovery of l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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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近年来, 大量文
献报道肝切除围
手术期应用乌司
他丁有益于术后
肝功的恢复以及
残肝再生, 但具
体机制是否与一
磷酸腺苷活化蛋
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信
号通路有关尚未
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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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宝民, 教授,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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訾雪剑， 等． 术前应用乌司他丁对小鼠肝大部分切除术后肝功能及一磷酸腺苷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的影响
■研发前沿

本研究采用小鼠
70%肝切除模型,
通过术前应用乌
司他丁, 旨在探
讨乌司他丁对肝
切除术后肝功能
以及AMPK信号
通路的影响, 为
肝脏外科应用乌
司他丁提供有价
值的实验依据.

function after liver resection, via mechanisms
associated with AMPK signaling.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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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信号通路有关; 通过进一
步探讨得出, 乌司他丁可以维持肝细胞能量供
应和促进肝细胞极化; 最大的亮点是本文首次
阐述了乌司他丁对AMPK信号通路的影响, 为
以后的基础研究提供较大的参考价值.
訾雪剑， 姚辉， 伏晓， 仇毓东， 贾文俊． 术前应用乌司他丁对小
鼠肝大部分切除术后肝功能及一磷酸腺苷活化蛋白激酶信号
通路的影响．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３６３－２３７２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363.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363

0 引言
随着精准肝脏外科理念的推广和技术的发

摘要
目的: 探讨术前应用乌司他丁对小鼠70%肝
切除术后肝功能及一磷酸腺苷活化蛋白激
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信号通路的影响.

展, 肝切除的安全性已大大提高[1-3], 而如何有

方法: ♂ICR小鼠48只, 体质量25-30 g, 随机
均分为70%肝切除对照组和乌司他丁组. 检
测术后第1、3、5、7天肝功能指标, 残肝组
织病理学改变以及AMPK蛋白活化情况.

物实验 [4-7]证实, 大鼠大部分肝切除围手术期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 乌司他丁组术后第1、
3天谷草转氨酶水平较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5); 与对照组比较, 乌司他丁组术后
第3天乳酸脱氢酶水平有所降低,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 与对照组比较, Western
b l o t结果显示乌司他丁组肝切除术后早期
AMPK磷酸化较晚; 与对照组比较, Western
blot结果显示乌司他丁组肝切除术后胆盐输
出泵蛋白(bile salt export protein, BSEP)水平
较高.
结论: 术前应用乌司他丁可以保护术后肝功
能, 降低肝损伤, 促进术后肝功能的恢复. 其
机制可能与维持肝细胞能量供应以及促进
肝细胞极化有关.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肝切除； 乌司他丁； 肝功能； 一磷酸腺苷
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
核心提示： 该论文重点探讨了肝切除围手术
期应用乌司他丁促进术后肝功能恢复的微观
机制, 结果提示其机制确实与一磷酸腺苷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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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减少术后肝损害和促进其早期恢复仍然
是外科研究的重点. 近年来, 大量临床研究证
实肝切除围手术期应用乌司他丁可以抑制术
后炎症反应, 有效地保护术后肝功能. 也有动
使用乌司他丁可以有效保护术后肝功能、促
进残肝再生, 其机制可能与信号传导与转录
活化因子3(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3, STAT3)信号通路有关. 但乌司
他丁保护术后肝功能的机制是否与一磷酸腺
苷活化蛋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AMPK)信号通路有关,
国内尚无报道. 本研究拟通过建立小鼠70%肝
切除的基础上, 观察术前使用乌司他丁对术后
肝功能以及AMPK信号通路的影响, 进而探讨
两者之间的关联.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实验采用♂I C R小鼠48只, 体质量
25-30 g(购自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动物实验
中心). 饲养室温度为18 ℃-22 ℃, 湿度为60%,
每天光照12 h(6:00-18:00). 动物被随机分为2组
(每组24只): 70%肝切除对照组和乌司他丁组,
乌司他丁组于麻醉后和肝切除前给予尾静脉
注射乌司他丁(剂量50000 U/kg), 对照组则注
射等量的生理盐水. 注射用乌司他丁, 商品名
“天普洛安”, 5万单位/瓶, 批号: H19990133;
β-actin、AMPK、p-AMPK、occludin、胆
盐输出泵蛋白(bile salt export protein, BSEP)
抗体均购自S a n t a C r u z; 免疫组织化学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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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货

2.2 术后血清学指标变化情况 两组小鼠肝切

号: SA1050); PVDF膜购自密理博公司(货号:

除术后A LT、A S T、总胆红素及乳酸脱氢酶

IPVH00010); ECL发光液购自密理博公司(货

水平均于早期达到峰值, 之后逐渐恢复. 与

号: WBKLS0010).

对照组比较, 乌司他丁组术后第1、3、5、

1.2 方法

7天A LT水平较低, 尤以第1、3天降低较明

1.2.1 模型建立: 两组小鼠术前均禁食12 h, 不

显, 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与对照

禁水. 乌司他丁组于麻醉后和开腹前行尾静脉

组比较, 乌司他丁组术后第1、3天A S T水平

注射乌司他丁(剂量50000 U/kg), 对照组则给

较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但术后

予等量的生理盐水. 所有小鼠均采用腹腔注射

第5、7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与对

氯胺酮麻醉(剂量0.3 mL/100 g), 70%肝切除术

照组比较, 乌司他丁组术后第1、3、5、7天

选用经典的Higgins-Anderson 70%肝切除术,

总胆红素水平较低, 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依次切除小鼠左叶及中叶后关腹

[8,9]

. 两组小鼠

■相关报道

肝切除围手术期
应用乌司他丁可
以促进术后肝功
能的恢复已经被
国内外大量的临
床研究证实; 相
关动物试验证实
其还可以促进残
肝再生, 机制可
能与抑制炎症反
应以及维持能量
供应有关.

(P >0.05); 与对照组比较, 乌司他丁组术后第3

术后均给予常规饮食、饮水.

天乳酸脱氢酶水平较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2.2 标本处理: 各组小鼠分别于肝切除术后

(P <0.05), 但术后第1、5、7天差异无统计学

第1、3、5、7天处死, 处死后取出残肝组织,

意义(P >0.05)(表1).

生理盐水漂洗后保存. 其中部分组织固定在40

2.3 组织病理学检测 与对照组比较, 乌司他丁

g/L甲醛保存, 部分组织放置液氮和-80 ℃冰箱

组HE染色镜下观察无明显差异、免疫组织化

中保存.

学显示紧密连接蛋白也没有明显差异(图1-4);

1.2.3 术后血清学指标检测: 各组小鼠分别于肝

与对照组比较, Western blot结果显示肝切除

切除术后第1、3、5、7天处死, 处死前经眼球

术后早期AMPK的磷酸化明显晚于对照组; 与

取血, 并及时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中谷丙转

对照组比较, Western blot结果显示肝切除术后

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谷草转

BSEP水平高于对照组(图5).

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总胆红素
及乳酸脱氢酶指标.

3 讨论

1.2.4 组织病理学检测: 各组小鼠分别于肝切

肝切除术仍然是肝脏外科最主要的治疗手段[10],

除术后第1、3、5、7天取0.5 cm×0.5 cm×0.5

但是病灶切除术后肝功能能否顺利恢复将直

cm左右小鼠肝组织在40 g/L甲醛中固定后, 包

接影响患者的康复和生存. 乌司他丁是一种尿

埋切片行HE染色, 并进行厚度为5 μm的连续

胰蛋白酶抑制剂, 具有抑制多种酶的活性, 最

切片, HE染色后观察肝脏病理结构的改变.

早应用于胰腺炎的治疗并获得良好的疗效[11-19],

1.2.5 Western blot检测蛋白水平: 用细胞裂解

之后被发现其也可以保护肝脏功能, 抑制转

液提取总蛋白, 将提取的总蛋白进行十二烷

氨酶的升高[20-26]. 但具体机制大都报道与抑制

基硫酸钠一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电泳结束后

炎症有关, 而本文重点探讨应用乌司他丁对

取下凝胶, 将产物电转移到PVDF膜上, 加入

AMPK信号通路的影响, 进而阐述其保护肝功

1∶1000稀释的一抗, 包括β-actin、AMPK、

能的机制.

p-AMPK、occludin、BSEP, 4 ℃孵育过夜. 二

研究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比较, 乌司他丁

抗室温孵育1 h, 将PVDF膜置于增强化学发光

组术后第1、3天A LT、A S T、总胆红素以及

试剂(ECL)中显色.

乳酸脱氢酶水平明显降低, 尤以术后第1、3天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分析,

AST、术后第3天乳酸脱氢酶降低较明显, 差

实验数据以mean±SD表示, 两组间均数差异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说明乌司他丁可

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以保护肝脏功能, 降低术后肝损害. 与对照组

意义.

比较, Western blot结果显示肝切除术后早期
AMPK的磷酸化明显晚于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

2 结果

较, Western blot结果显示肝切除术后BSEP水

2.1 基本情况 所有各组小鼠术后恢复良好, 试

平高于对照组.

验过程中处死前均未出现死亡.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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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目前已有大量临
床文献证实肝切
除围手术期应用
乌司他丁可以促
进患者早期康复,
而从基础层面探
讨其机制的文章
少见.

A

B

100 μm

C

100 μm

图 1 小鼠肝切除
术后肝脏HE染色(×
200). Ａ： 假手术组； Ｂ：
对照组１ ｄ； Ｃ： 对照
组３ ｄ； Ｄ： 对照组５ ｄ；
Ｅ： 对照组７ ｄ； Ｆ： 乌
司他丁组１ ｄ； Ｇ： 乌
司他丁组３ ｄ； Ｈ： 乌
司他丁组５ ｄ； Ｉ： 乌司
他丁组７ ｄ．

D

100 μm

E

100 μm

F

100 μm

G

100 μm

H

100 μm

100 μm

I

100 μm

细胞缺乏能量时, A M P K就会被激活(即磷酸

的通路. 而AMPK这种能量调节实际上是对细

化), 从而抑制消耗能量的活动, 激活产生能量

胞的一种保护作用 [27,28]. 肝切除后, 肝再生的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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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 2 小鼠肝切除
术后肝脏免疫组织
化学检测Ki67表达
(×200). Ａ： 假手术
组； Ｂ： 对照组１ ｄ； Ｃ：
对照组３ ｄ； Ｄ： 对照
组５ ｄ； Ｅ： 对照组７ ｄ；
Ｆ： 乌司他丁组１ ｄ； Ｇ：
乌司他丁组３ ｄ； Ｈ：
乌司他丁组５ ｄ； Ｉ： 乌
司他丁组７ ｄ．

B

100 μm

C

100 μm

■应用要点

应用转化医学的
方法, 通过基础
实验探究机制,
取得结果, 为临
床肝脏外科应用
乌司他丁提供理
论依据.

D

100 μm
E

100 μm
F

100 μm
G

100 μm
H

100 μm

100 μm

I

100 μm

过程需要大量的能量, 而且术后严重的炎症反

而Western blot结果显示: 在肝切除后肝再生

应也会增加能量消耗以及加重肝细胞的损伤.

早期, 乌司他丁组A M P K的磷酸化显著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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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立题新颖,
分组科学, 设计
合理, 研究方法
得当, 研究结论
令人信服.

A

B

100 μm

C

100 μm

图 3 小鼠肝切除
术后肝脏免疫组织
化学检测occludin表
达(×200). Ａ： 假手术
组； Ｂ： 对照组１ ｄ； Ｃ：
对照组３ ｄ； Ｄ： 对照
组５ ｄ； Ｅ： 对照组７ ｄ；
Ｆ： 乌司他丁组１ ｄ； Ｇ：
乌司他丁组３ ｄ； Ｈ：
乌司他丁组５ ｄ； Ｉ： 乌
司他丁组７ ｄ．

D

100 μm
E

100 μm
F

100 μm
G

100 μm
H

100 μm

100 μm

I

100 μm

说明乌司他丁可以显著缓解肝细胞的能量短

肝功能损害. 因此, 乌司他丁组术后第1、3天

缺, 从而维持肝细胞的能量供应, 降低了术后

A LT、A S T、总胆红素以及乳酸脱氢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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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 4 小鼠肝切除
术后肝脏免疫组织
化学检测BESP表达
(×200). Ａ： 假手术
组； Ｂ： 对照组１ ｄ； Ｃ：
对照组３ ｄ； Ｄ： 对照
组５ ｄ； Ｅ： 对照组７ ｄ；
Ｆ： 乌司他丁组１ ｄ； Ｇ：
乌司他丁组３ ｄ； Ｈ：
乌司他丁组５ ｄ； Ｉ： 乌
司他丁组７ ｄ． ＢＳＥＰ：
胆盐输出泵蛋白．

B

100 μm

C

100 μm

D

100 μm

E

100 μm

F

100 μm

G

100 μm

H

100 μm

100 μm

I

100 μm

明显降低.

小管面等不同功能结构域的形成, 以及在不同

肝细胞的极化涉及肝细胞膜血窦面和胆

WCJD|www.wjgnet.com

肝细胞膜结构域上多种功能蛋白的表达[29].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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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p-AMPK

AMPK

occludin

BSEP

β-actin

图 5 Western blot结果. １： 假手术组； ２： 对照组１ ｄ； ３： 对照组３ ｄ； ４： 对照组５ ｄ； ５： 对照组７ ｄ； ６： 乌司他丁组１ ｄ； ７：
乌司他丁组３ ｄ； ８： 乌司他丁组５ ｄ； ９： 乌司他丁组７ ｄ． ＡＭＰＫ： 一磷酸腺苷活化蛋白激酶； ＢＳＥＰ： 胆盐输出泵蛋白．

表 1

两组肝切除小鼠术后化验指标比较 (n = 6, mean±SD)

对照组

乌司他丁组

t 值或χ2值

P值

谷丙转氨酶（Ｕ／Ｌ）

３２９．３２±２１．５１

２２７．３５±３９．３６

５．６６０

０．５９９

谷草转氨酶（Ｕ／Ｌ）

７７５．５７±５７．８５

４７２．２５±１７．９９

５．０１０

０．０１７

总胆红素（μｍｏｌ／Ｌ）

３．２５±０．５６

１．８０±０．２５

２．３４５

０．３０２

２．４０２

０．７６４

观察指标
术后１ ｄ

乳酸脱氢酶（Ｕ／Ｌ）

２１６５．８３±１１３．３２ １７５９．６７±１２５．５１

术后３ ｄ
谷丙转氨酶（Ｕ／Ｌ）

２６６．９８±１７．４５

１３４．３０±２４．８４

４．３７０

０．６０３

谷草转氨酶（Ｕ／Ｌ）

４２１．５３±４７．８３

２２７．４８±１２．５０

３．９２５

０．０１９

总胆红素（μｍｏｌ／Ｌ）

２．７０±０．２６

１．７０±０．２２

２．９１９

０．８８２

１．９３３

０．０３１

乳酸脱氢酶（Ｕ／Ｌ）

１６１５．８３±１０３．９１ １４００．００±４０．８５

术后５ ｄ
谷丙转氨酶（Ｕ／Ｌ）

７９．４０±８．２２

５９．１８±１１．３２

１．４４５

０．４１０

谷草转氨酶（Ｕ／Ｌ）

１８１．２２±１０．９９

１６７．５５±１９．０６

０．６２１

０．５０７

总胆红素（μｍｏｌ／Ｌ）

２．００±０．１０

１．６０±０．１７

２．０５２

０．３８３

１３５９．００±６６．０３

１．５７７

０．７２１

乳酸脱氢酶（Ｕ／Ｌ）

１４９８．６７±５９．００

术后７ ｄ
谷丙转氨酶（Ｕ／Ｌ）

５５．４３±９．２１

４８．３８±８．６４

０．５５８

０．８３１

谷草转氨酶（Ｕ／Ｌ）

１７５．９３±９．９５

１６１．９５±１１．００

０．９４３

０．９４４

－０．０４０

０．１６６

１．１０３

０．２１８

总胆红素（μｍｏｌ／Ｌ）
乳酸脱氢酶（Ｕ／Ｌ）

１．４３±０．１４
１３２４．１７±３０．４９

１．４５±０．４０
１２５０．１７±５９．７７

BSEP作为肝细胞极化的标志, 已经得到广泛

总之, 本研究提示肝切除术前使用乌司他

应用. 而且BSEP仅在毛细胆管侧的肝细胞膜

丁可以保护术后肝功能, 降低肝损伤, 促进术

上表达. 其作用除了转运牛磺胆酸外, 还介导

后肝功能的恢复. 其机制可能与抑制炎症反

牛磺鹅脱氧胆酸、牛磺熊脱氧胆酸、甘氨胆

应、维持肝细胞能量供应以及促进肝细胞极

[30,31]

酸的ATP依赖的转运

. 本研究Western blot

化有关, 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结果显示: 虽然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水平没
有明显差异, 但乌司他丁组BSEP水平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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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BTLA polymorphisms and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HBV) infection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

■背景资料

慢性乙型肝炎
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
和疾病进展除了
与病毒感染有关
外, 和宿主因子
也密切相关, 特
别是免疫相关分
子的基因多态性
的研究是阐明疾
病发病机制的重
要途径之一.

METHODS: The rs2633562 and rs2952323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of
the BTLA gene were genotyped by Multiplex
SNaPshot techniqu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BV infection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HBsAg negative). Genotype and allele
frequencies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gene polymorphisms
of BTLA and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chronic
HBV infection was analyzed by a family-based
association method.
RESULTS: Association or linkage was detected
among 431 patients. Univariate family-based
association tests (FBA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G/G genotype in rs2952323 of the
BTLA gene was associated with chronic HBV
infection, and the variant allele G at rs2952323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chronic HBV infection in
additive model (Z = 2.689, P = 0.0007174) and
recessive model (Z = 2.731, P = 0.006308).
Transmission/disequilibrium test (TDT) and
sibship disequilibuium test (SDT) analysis
showed no increased transmission for the
major alleles (A, C or G) from heterozygous
parents to affected offspring (P =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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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慢性HBV感染遗
传易感性的研究
为人类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探讨基
因与环境相互作
用导致不同疾病
结局的机会, 综
合考虑病毒、环
境、宿主等因素
的共同作用, 探
讨慢性HBV感染
的机制是目前研
究的热点.

P = 0.151590,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haplotype-specific FBATs showed that AG
haplotype (70.0%) was more frequently
transmitted in chronic HBV infection than
other haplotypes in additive model (Z = 3.093,
P = 0.001979) and recessive model (Z = 2.825, P
= 0.004721).
CONCLUSION: The gene polymorphisms of
BTLA may participate in chronicity of HBV
infection in the Chinese Han population.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B and T lymphocyte attenuator
gene; Hepatitis B virus;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Genetic association study; Familybased association test
Zhang W, Lv F, Gao YF, Zou GZ, Pan FM, Li X.
Association between BTLA polymorphisms and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chronic HBV infection.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5; 23(15): 2373-2381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373.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373

患病子女或者患病同胞, 在附加遗传模型

Z = 3.093, P = 0.001979, 隐性遗传模型中Z =
2.825, P = 0.004721.
结论: BTLA 基因位点多态性可能与家族聚
集性慢性HBV感染的遗传易感性相关.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ＢＴＬＡ 基因； 乙型肝炎病毒； 单核苷酸多
态性； 基因关联分析； 家系研究
核心提示： 中国汉族人群T、B淋巴细胞弱
化因子(B and T lymphocyte attenuator)基因
rs2952323位点的G/G基因型与慢性乙型肝炎病
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有关联, 存在优
势的G等位基因从杂合的父母传递给患病子女,
单倍型分析显示存在优势单倍型rs2633562-A/
rs2952323-G传递给患病子女或者患病同胞, 该
基因可能对慢性H B V感染的遗传易感性发挥
作用.
张唯， 吕峰， 郜玉峰， 邹桂舟， 潘发明， 李旭． ＢＴＬＡ 基因多态
性与慢性Ｈ Ｂ Ｖ感染家系的遗传易感性． 世界华人消化杂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国汉族人群T、B淋巴细胞弱
化因子(B and T lymphocyte attenuator, BTLA )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 i n g l e n u c l e o t i d e
polymorphism, SNP)与慢性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家系的遗传易感性.

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３７３－２３８１ URL: http://www.wjgnet.

方法: 采用SNaPshot技术检测核心家系中
慢性H B V感染者及其家庭成员BTLA 基因
rs2633562和rs2952323 SNP位点的多态性, 采
用家系内关联性分析(family-based association
test, FBAT)基因型、等位基因及单体型分布
频率.

感染是一种多因素和多基因参与的复杂性疾

结果: 单位点S N P遗传关联性分析显示,
BTLA 基因rs2952323位点多态性与慢性HBV
感染的遗传易感有显著的相关性, G/G基因
型Z = 2.731, P = 0.006308, G等位基因在附
加遗传模型中Z = 2.689, P = 0.0007174, 隐性
遗传模型中Z = 2.731, P = 0.006308. 传统的
传递不平衡检验(transmission/disequilibrium
test, TDT)和同胞对传递不平衡检验(siblings
disequilibrium test, SDT)分析显示无主要的
优势等位基因A、C或G从杂合的父母传
递给患病子女, P = 1.000000, P = 0.151590.
F B AT单倍型分析结果显示r s2633562-A/
rs2952323-G(70.0%)存在优势单倍型传递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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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
病, H B V持续感染和疾病的进展与多种因素
有关, 如宿主的年龄、性别、H B V基因型、
遗传、环境和免疫等因素 [1-3] . 同时, 种族分
析和同卵双胞胎研究证实了宿主的遗传因
素不仅影响对感染的易感性, 而且影响感染
个体的临床进展 [4-6]. 基因关联分析已经证实
了人类白细胞抗原与非人类白细胞抗原基
因, 包括细胞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 e a t h - 1 , P D - 1 ) [7-9], 细 胞 毒 T 淋 巴 细 胞 抗
原-4(c y t o t o x i c T l y m p h o c y t e-a s s o c i a t e d
antigen-4, CTLA-4)[10]、干扰素-γ(interferon
[11]
[12]
γ, IFN-γ) 、雌激素受体-1 , α-肿瘤坏死因

子[13], Ⅰ-型IFN受体[14]等, 与慢性HBV感染的
发生和病原体的清除密切相关. T、B淋巴细
胞弱化因子(B and T lymphocyte attenuator,

BTLA )是新近发现的一个CD28超家族共刺激
分子, 他与CTLA-4、PD-1有相似的结构和功

2015-05-28|Volume 23|Issu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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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慢性HBV感染者外周血CD4+ T细胞及肝组

外, 至少有另外两个同胞.

织的炎症浸润细胞上存在BTLA 的表达, 已经

1.2 方法

证实对T细胞活化起负性调控作用 [15-18]. 同时

1.2.1 基因组DNA提取: 所有入选家系成员采

有许多研究报道BTLA 基因中一些调控性的多

外周静脉血5 mL于EDTA-2K抗凝管中, 采用

[19]

[20]

■相关报道

、1

中量全血基因组DNA提取试剂盒提取外周血

和类风

DNA(天津原平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 规

有着密切关联或者无关联, 他

格HF202-02), 紫外分光光度计和0.8%琼脂糖

们已经成为免疫相关疾病研究的主要候选基

凝胶电泳检测DNA浓度和纯度后于-80 ℃超低

因, 但是目前BTLA 基因多态性在大样本人群

温冰箱保存.

中与慢性HBV感染易感性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1.2.2 多态性位点的选择: 选取的BTLA 基因单

因此, 本研究通过采用家系遗传关联分析方

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法探讨BTLA 基因多态性与慢性H B V感染的

SNP)位点的信息来自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

遗传易感性.

中心(NCBI) dbSNP, 以LD相关系数r 2>0.8, 等

态性位点与乳腺癌
型糖尿病

[20]

湿性关节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

、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

[22,23]

[21]

T、B淋巴细胞
弱化因子(B and
T lymphocyte
attenuator, BTLA )
基因中一些调控
性的多态性位点
与乳腺癌、系统
性红斑狼疮、1型
糖尿病、亚急性
硬化性全脑炎和
类风湿性关节炎
有着密切关联或
者无关联, 但是目
前BTLA 基 因 多
态性在大样本人
群中与慢性HBV
感染易感性的研
究尚未见报道.

位基因频率(minor allele frequency, MAF)>0.1
1 材料和方法

为选择标准, 以及综合评估SNP在功能上的重

1.1 材料 研究对象来自安徽省内7家三级医

要性, 或与免疫疾病相关的文献报道作为依据,

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六安市人

同时参考hapmap数据库(http://www.hapmap.

民医院、阜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淮北市人民

org)中汉族人BTLA 基因信息, 选择出BTLA 基

医院、界首市人民医院、太和县中医院、

因rs2633562和rs2952323两个标签SNP位点.

太和县医院)就诊的慢性H B V感染先证者(先

1.2.3 多态性位点的引物设计与合成: 参

证者: 指一个家庭中第一个被发现并被诊断

考N C B I公共数据库信息(h t t p://w w w.n c b i.

为患者的个体)及其家庭成员. 慢性HBV感染

n l m.n i h.g o v), 采用P r i m i e r3软件设计引物

者经副主任医师以上的专家确诊, 诊断依据

及延伸引物(h t t p://f r o d o.w i. m i t.e d u/c g i-

2010年《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24]

的诊断

b i n/p r i m e r3/p r i m e r3_w w w.c g i). B T L A 基

标准, 并且所有病例均未合并其他嗜肝病毒

因, r s2633562位点P C R扩增引物序列: F:

感染或其他慢性肝病, 排除了重叠艾滋病病

ACGTTGGATGGGTTGCCAGTCTATTTGT

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甲

TG; R: ACGTTGGATGCCAAAAATAGAT

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A virus, HAV)、丙型肝

AAATTGGAC; SNaPshot的延伸引物序列为:

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戊型肝炎病

GAAATTGGACTTCATAAAAATTAAACG;

毒(hepatitis E virus, HEV)感染、自身抗体阳

rs2952323位点PCR扩增引物序列: F : ACG

性. 由患者本人或其合法的监护人签订知情

TTGGATGCAGAGTGAGACTCTGTCTC

同意书后,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流行病学调查

C; R: ACGTTGGATGCAACCGCATCAAAAA

员记录患者的信息资料及家系资料. 以先证

G T G G G, S N a P s h o t的延伸引物序列为:

者为基础, 共收集核心家系188个, 总计668

CTATGAACACACAGTTCTCTCTG, 引物均由

例, 其中431例HBV慢性感染者, 平均年龄40.5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

岁±14.6岁, 237例家系成员(非感染者), 平均

1.2.4 多重PCR反应体系及反应条件: (1)采用

年龄44.1岁±15.5岁. 有双方父母入选的家系

Qiagen公司的HotStarTaq进行多重PCR反应,

84个(44.68%), 只有其中一方父母的家系73

PCR扩增反应体系(10 μL)包括1×HotStarTaq

个(38.83%), 另外父母均未入选的家系31个

缓冲液(大连Takara生物工程有限公司)1.5 μL,

(16.49%). 此次遗传流行病学研究中, 采用以

HotstarR Taq DNA聚合酶(德国Qiagen公司)0.1

下家系标准进行定义: (1)先证者加父母; (2)假

μL, dNTP混合物(上海Generay Biotech有限

如父母有一方不能入选(如死亡或不愿意参加

公司, 10 mmol/L)0.3 μL, MgCl2(大连Takara

或其他原因不能参加等), 则至少有一个同胞;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5 mmol/L) 0.9 μL, 多重

(3)如果父母双方均未入选(如均死亡或者不愿

PCR引物(10 pmol/L)各0.5 µL, 样本DNA模板

意参加或其他原因不能参加等), 则除先证者

(20 mg/L)1 μL和去离子水5.2 μL. 多重PCR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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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表 1 BTLA 基因型与慢性HBV感染的关联性分析结果

本研究采用多
重单碱基延伸
SNP分型技术
(SNaPshot)首次
对BTLA 基 因 两
个标签SNP位点
多态性与慢性
HBV感染家系的
遗传易感性进行
研究, 研究人群
是以家系为基础,
具有创新性.

多态位点
ｒｓ２６３３５６２

ｒｓ２９５２３２３

基因型

频率

家系数1

检验统计量

预测值

方差

Z 值2

P值

Ａ／Ａ

０．５０９

５９

４６．０００

３９．６３９

１６．８４１

１．５５０

０．１２１１０８

Ａ／Ｇ

０．４８０

６５

３９．０００

４５．８７３

１９．２３８

－１．５６７

０．１１７１２６

Ｇ／Ｇ

０．０１１

１５

１１．０００

１０．４８９

４．１０６

０．２５２

０．８００７５０

Ｃ／Ｃ

０．０８３

２８

１１．０００

１３．３７０

６．８５８

－０．９０５

０．３６５４２３

Ｃ／Ｇ

０．４８９

８５

４８．０００

５８．３９３

２５．７０６

－２．０５０

０．０４０３８１

Ｇ／Ｇ

０．４２８

７５

６０．０００

４７．２３７

２１．８３５

２．７３１

０．００６３０８

１

提供资料分析的家系数目： 每个家庭可以有两个杂合的父母或多重子女， 当参与分析的有效家系数不足１０家， 将不计算统计量；

２

负的Ｚ 值表示所选择的等位基因与慢性ＨＢＶ感染的遗传易感性无关联． ＨＢＶ： 乙型肝炎病毒．

应采用To u c h-d o w n P C R反应程序: 95 ℃预

进行直接测序验证SNaPshot方法的准确性.

变性2 min, 94 ℃变性20 s, 65 ℃退火40 s, 每

统计学处理 采用基于家系为基础的

个循环下降0.5 ℃, 72 ℃延伸1 min 30 s, 共

关联性检验(family-based association test,

11个循环. 然后94 ℃变性20 s, 59 ℃退火30

F B AT) [25] 和传递不平衡检验(t r a n s m i s s i o n/

s, 72 ℃延伸1 min 30 s, 24个循环. 最后72 ℃

disequilibrium test, TDT), 同时使用FBAT软件

延伸2 min, 结束后4 ℃保存. PCR扩增后, 取

中单倍型程序进行易感单倍型分析[26,27]. 观察

1.5 μL反应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有

每个模型下某等位基因所对应的Z 值及P 值,

片段的表明P C R扩增反应成功; (2)P C R产物

如果Z 为正值, 其对应的P <0.05, 说明某等位

的纯化: 取10 μL PCR产物中加入1 U虾碱酶

基因与某病存在遗传学关联(只适合双等位基

(SAP, 北京Promega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1 U

因); 如果Z 为负值, 则说明某等位基因与某疾

外切酶Ⅰ(Exonuclease Ⅰ酶, 美国Epicentre

病不存在遗传学上的关联. 同时拟合优度χ 检

公司)震荡混匀后, 37 ℃温浴1 h, 然后75 ℃

验用于分析基因型频率分布是否符合Hardy-

保温15 min来灭活SAP和Exonuclease Ⅰ酶.

Weinberg平衡定律.

2

纯化好的模板可以在4 ℃保存24 h内进入下
一反应程序; (3)SNaPshot多重单碱基延伸反

2 结果

应体系(10 μL)包括5 μL SNaPshot Multiplex

2.1 家系资料B T L A 基因S N P分析结果 采用

Kit(ABI), 2 μL纯化后多重PCR产物, 1 μL延

S N a P s h o t技术对B T L A 基因中r s2633562和

伸引物混合物(0.8 μ m o l/L), 2 μ L去离子水.

rs2952323位点的多态性进行检测, 根据电泳

S N a P s h o t荧光混合物中含A m p l i Ta q D N A

峰型图中碱基峰值的位置判断基因型(图1),

多聚酶和不同荧光标记的ddNTP. SNaPshot

结果显示: rs2633562 A/G, AA、AG和GG基

的反应程序: 96 ℃预变性1 m i n, 然后96 ℃

因型的频率分别是50.9%、48.0%和1.1%, A

变性10 s, 52 ℃退火5 s, 60 ℃延伸30 s, 28

和G等位基因的频率分别是74.9%和25.1%.

个循环后, 60 ℃延伸30 s, 反应结束后4 ℃

r s2952323 C/G, C C、C G和G G基因型的频

保存; (4)延伸产物的纯化和测序: 取10 μ L

率分别是8.3%、48.9%和42.8%, C和G等位

S N a P s h o t P C R产物加入1 U S A P, 震荡混

基因的频率分别是32.8%和67.2%, 并且两

匀, 37 ℃温浴1 h, 75 ℃保温15 m i n以灭活

个位点的基因频率分布经过χ 检验均符合

酶. 取0.5 μ L纯化后的延伸产物, 加0.5 μ L

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 经单个位点家系

GeneScan-120 LIZ Size Standard和9 μL Hi-

关联性分析结果显示: BTLA 基因r s2952323

Di Formamide(高纯甲酰胺)混匀, 95 ℃变性

单位点多态性G/G基因型与慢性H B V感染

5 min后上样于ABI3130XL测序仪进行电泳,

的遗传易感有显著的相关性(Z = 2.731, P =

利用GeneMapper 4.0(AppliedBiosystems Co.,

0.006308)(表1).

Ltd., USA)进行基因型的判定和数据的收集.

2.2 家系资料BTLA 基因SNP关联性分析结果

为确保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随机抽取5%样本

BTLA 基因中, rs2633562 A/G和rs2952323 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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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慢性HBV感染
的遗传易感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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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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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rs2633562和rs2952323单位点基因分型图. Ａ： ｒｓ２６３３５６２位点基因型Ｇ／Ｇ； Ｂ： ｒｓ２６３３５６２位点基因型Ａ／Ｇ； Ｃ：
ｒｓ２６３３５６２位点基因Ａ／Ａ； Ｄ： ｒｓ２９５２３２３位点基因型Ｃ／Ｇ； Ｅ： ｒｓ２９５２３２位点基因型Ｇ／Ｇ； Ｆ： ｒｓ２９５２３２３基因型Ｃ／Ｃ．

两位点, 经单个位点家系关联性分析结果显

2.4 BTLA 基因常见单倍型分析结果 188个核

示: r s2952323位点有优势的G等位基因从杂

心家系单倍型分析结果显示: 在中国汉族人

合的父母传递给患病子女, 在附加遗传模型

群中存在以下4种单倍型型结构: r s2633562/

(Z = 2.689, P = 0.007174)和隐性遗传模型(Z =

r s2952323: A/G(70.0%), G/C(15.4%),

2.731, P = 0.006308)中的P 值均<0.05(表2).

A/C(13.4%)和G/G(1.1%). r s2633562-A/

2.3 传统的T D T和同胞对传递不平衡检验

r s2952323-G存在优势单倍型传递给患病子

(siblings disequilibrium test, SDT) 分析结果显

女或者患病同胞, 传递的单倍型与慢性H B V

示BTLA 基因中, rs2633562 A/G和rs2952323

感染的遗传易感有显著的相关性, 在附加遗

C/G两位点无主要的优势等位基因A、C或G从

传模型(Z = 3.093, P = 0.001979)和隐性遗

杂合的父母传递给患病子女(P = 1.000000, P =

传模型(Z = 2.825, P = 0.004721)中的P 值均

0.151590), 具体如表3.

<0.05(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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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表 2 BTLA 基因多态性与慢性HBV感染易感性之间在不同遗传模型中的单位点关联性分析

SNaPshot SNP分
型技术: 是一种
以单碱基延伸原
理为基础, 同时
利用多重PCR对
多个已知SNP位
点进行遗传分型
的方法.

多态位点
ｒｓ２６３３５６２
ｒｓ２９５２３２３

等位基因

附加遗传模型
1

2

Z值

家系数

显性遗传模型
1

P值

2

Z值

家系数

隐性遗传模型

P值

1

家系数

Ａ

６５

１．２２９ ０．２１９０５０

１５

－０．２５２ ０．８００７５０

５９

Ｇ

６５

－１．２２９ ０．２１９０５０

５９

－１．５５０ ０．１２１１０８

Ｃ

８５

－２．６８９ ０．００７１７４

７５

－２．７３１ ０．００６３０８

Ｇ

８５

２．６８９ ０．００７１７４

２８

０．９０５ ０．３６５４２３

Z 值2

P值

１．５５０

０．１２１１０８

１５

０．２５２

０．８００７５０

２８

－０．９０５

０．３６５４２３

７５

２．７３１

０．００６３０８

１

提供资料分析的家系数目： 每个家庭可以有两个杂合的父母或多重子女， 当参与分析的有效家系数不足１０家， 将不计算统计量；

２

负的Ｚ 值表示所选择的等位基因与慢性ＨＢＶ感染的遗传易感性无关联． ＨＢＶ： 乙型肝炎病毒．

表 3

慢性HBV感染核心家系传递不平衡检验结果

SNP位点

频率

等位基因

ｒｓ２６３３５６２

０．７４９

ｒｓ２９５２３２３

Trio TDT (n probands with allele)
传递

未传递

P值

Ａ

１１

１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１

Ｇ

１１

１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８

Ｃ

８

１６

０．１５１５９０

０．６７２

Ｇ

１６

８

０．１５１５９０

传统的传递不平衡检验和同胞对传递不平衡检验分析显示无优势等位基因从杂合的父母
传递给患病子女（Ｐ ＞０．０５）． ＨＢＶ： 乙型肝炎病毒．

位于基因内含子1, 没有发现其基因型、等位

3 讨论
人的BTLA 基因位于人染色体3q13.2, 含有5个
外显子和4个内含子 [28], 具有传递抑制信号来

基因和单倍型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病有关
联, 这些研究中, 有阳性结果也有阴性结果, 可

阻止淋巴细胞活化的能力. 遗传流行病学研究

能与B T L A 基因功能在不同疾病中的致病机

显示, 在相同的环境暴露条件下, 不同的个体

制不同有关.

对疾病的易感性存在差异, 而基因多态性在个

在慢性H B V感染的发病机制中, 机体

体对疾病的易感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

H B V特异性C D4 + 和C D8 + T细胞的数量及应

此, 探讨基因多态性与慢性H B V感染遗传易

答功能的不足是造成病毒持续感染的主要因

感性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阐明慢性H B V感染

素, 这与提供T细胞活化的第二类共刺激信号

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和预后, 对指导临床

的负性共刺激分子对免疫细胞活化和增殖的

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到目前为止, 关于

负向调节, 造成T细胞的耗竭息息相关. 部分

BTLA 基因SNP的研究, 已经确认与乳腺癌 ,

研究已经初步揭示了B T L A 信号通路在T细

[19]

的发病有关联. 这些研

胞耗竭中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Cai等 [17]研

究S N P位点的选择涉及基因的内含子、外显

究发现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肝内和外周血

子和启动子区. 众所所知, 内含子在基因的翻

CD4 +和CD8 +细胞上, BTLA 分子的表达是显

译、转录和保持RNA稳定性中发挥着重要的

著增高的, 介导了免疫抑制, 当阻断了BTLA

类风湿性关节炎

[29]

[22,23]

, 因此, 位于基因内含子区域的位点是

信号通路, 则表现出T细胞的增殖及细胞因

[19]

子的分泌, 免疫功能的增强. 反映出BTLA 信

发现, BTLA 位于内含子区的SNP与中国妇女

号通路可能通过影响了T h1/T h2细胞的平衡

的乳腺癌发生和预后有密切关联, 并且有5种

以及C D8 +细胞的细胞毒作用, 进而影响了机

基因型与肿瘤大小、雌激素受体、黄体酮、

体的获得性免疫的效能. 并且Iwata等 [18]认为

C-erbB-2及P53状态高度相关. 而Inuo等[20]报

BTLA 也是NKT细胞的抑制性受体, 能够抑制
N K T细胞介导的肝脏损伤, 在剔除B T L A 的

作用

研究的热点, 早先报道的关联研究中, Fu等

道了BTLA 两个SNP(rs2705534和rs928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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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BTLA 基因的单倍型与慢性HBV感染的家系关联性分析

单倍型(rs2633562/
rs2952323)

１

附加遗传模型
1

家系数

2

Z值

显性遗传模型
1

P值

家系数

2

Z值

隐性遗传模型
1

P值

家系数

Z 值2

P值

Ａ／Ｇ

９３．９

３．０９３

０．００１９７９

３８．９

１．７２２

０．０８５０２０

７１．０

２．８２５

０．００４７２１

Ｇ／Ｃ

６０．４

－０．９７７

０．３２８３７０

５５．４

－１．１３３

０．２５７３１２

１２．０

－０．０３７

０．９７００８７

Ａ／Ｃ

６２．１

－２．７５９

０．００５８０６

６０．１

－３．０４４

０．００２３３６

８．０

－

－

Ｇ／Ｇ

６．６

－

－

６．６

－

－

０．０

－

－

本文从宿主的角
度 对BTLA 基 因
多态性和慢性
HBV感染的遗传
易感性的关系进
行了分析. 研究
设计合理, 实验
数据真实可信,
结论可靠.

遗传分析时能够提供信息的家系数， 当提供的有信息的家系数不足１０， 则不提供显著性检验的结果； ２负的Ｚ 值表示某单倍型在

所提供的遗传分析模型中与慢性ＨＢＶ感染遗传易感性无关联． ＨＢＶ： 乙型肝炎病毒．

小鼠试验中发现能大量分泌IL-4和IFN-γ, 验

个易感等位基因G, 进一步验证r s2952323位

证了B T L A 分子的免疫调节还涉及机体的固

点等位基因G可能是慢性H B V感染的易感等

有免疫. 总之, BTLA 在慢性HBV感染的免疫

位基因, 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BTLA 基因在慢

反应中作为一种负性共刺激分子, 很可能直

性HBV感染的遗传易感性方面可能发挥了作

接或者与其他分子协同向效应细胞传到了负

用, 但其BTLA 基因多态性的确切生物学功能

性信号, 抑制他们的功能, 影响了机体的免疫

机制尚不清楚, 可能的反应机制是因为SNPs

状态, 促进了病毒的持续感染. 那么, BTLA 在

引起了BTLA 信号转导的失调, 或者通过改变

基因层面, 是否与慢性H B V感染的基因易感

转录因子结合位点或其他调节区域, 启动子

性有关联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就探讨了位于

区等位基因的变异影响到免疫性受体的定性

BTLA 基因内含子的两个SNPs, rs2633562和

或定量表达, 以及结构和功能的改变, 进而增

rs2952323的SNP与慢性HBV感染的遗传易感

加了感染的易感性.

性, 从结果可以看出, BTLA 基因中的rs2952323

在众多的SNP的研究设计中, Zhang等[30]

位点的G/G基因型与慢性HBV感染有关联(Z =

提出了SNP的选择, 不同疾病的研究模型和检

2.731, P = 0.006308), 存在G优势等位基因优先

验统计学的方法是决定基因关联研究效能的

从杂和的父母传递给患病子女, 在附加遗传模

3个因素. 本次研究选择的SNP为标签位点, 采

型(Z = 2.689, P = 0.007174)和隐性遗传模型

用了以家系为基础的遗传关联性分析, 避免了

(Z = 2.731, P = 0.006308)中的P 值均<0.05, 说

环境因素对结果的影响[31,32], 同时样本量大, 统

明他们与慢性H B V感染遗传易感性有关. 同

计结果P 值小, 提示关联显著, 使得研究的结果

时对B T L A 基因内含子区两位点等位基因进

更加准确、可信, 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

行了单倍型分析, 我们发现有统计学意义的

限性, 研究结果尚需在其他的种族中得到进一

易感单倍型rs2633562-A/rs2952323-G的存在.

步证实和拓展, 对于基因功能SNP的生物学产

而通常所指的单倍型是在一条染色体上紧密

物是否确实影响BTLA 的表达和功能, 并进而

连锁的多个等位基因的线性排列, SNP单倍型

影响了BTLA 分子在HBV感染中的调控还有待

就是这样不同的SNPs位点上核苷酸碱基的线

于进一步研究.

性排列, 每一种线性的排列都称为一种SNP单
倍型. 从理论上来讲, 单倍型出现的频率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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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与汉族大肠癌临床病理特征及hMLH1、hMSH2
的表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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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rcinoma, CRC)
是常见的恶性肿
瘤, 不同国家地
区CRC发病率相
差较大, 不同种
族间CRC的临床
病理特征也各不
相同. DNA错配
修复(mismatch
repair, MMR)系
统是人体细胞中
一类能修复DNA
碱基错配的安全
保障体系, 对保
持遗传物质的完
整稳定性具有重
要作用. 包括多
个基因, 起主要
作用的是hMLH1
和hMSH2 . 其功
能的缺失可导致
卵巢癌、子宫内
膜癌、胃癌和
CRC等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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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expression of
hMLH1 and hMSH2 between Uygur and Ha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rcinoma.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for 133 Uygur
and 151 Ha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rcinoma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expression
of hMLH1 and hMSH2 proteins was detected
in 207 colorectal carcinoma samples, including
98 from Uygur and 109 from Han patients, by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nset age, tumor size, pathological
differentiation, lymphatic metastasis and
tumor stage between the Uygur group and
Han group (P < 0.05). In Uygur patients, the
loss rate of hMLH1 expression was 9.2% (9/98)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 and the loss rate of
hMSH2 expression was 3.3% (3/98). The loss
rate of hMLH1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tumor size > 5 cm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tumor size ≤ 5 cm (17.1%
vs 3.5%, P < 0.05). The loss rate of hMLH1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was 15.1%,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2.2%) in patients without lymph node
metastasis (P < 0.05). The loss rate of hMSH2
in colorectal cancer tissue of Uygur patients
(3.1%)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10.1%)
in Han patients (P < 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and expres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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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SH2 between Uygur and Ha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rcinoma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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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ed.

Key Words: Colorectal cancer; hMLH1 ; hMSH2 ;
Uygur; Han
Roukeyan•Kudalaiti, Yue N, Liang LP, Zhao F.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expression of
hMLH1 and hMSH2 in Uygur and Ha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rcinoma.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5; 23(15): 2382-2388 URL: http://www.wjgnet.
com/1009-3079/23/2382.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382

摘要
目的: 探讨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与汉族结直肠
癌(colorectal cancer, CRC)临床病理特征及
hMLH1和hMSH2蛋白表达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284例CRC患者(维吾尔族
133例, 汉族151例)临床病理资料, 采用免疫
组织化学方法对207例(维吾尔族98例, 汉族
109例)CRC组织中hMLH1和hMSH2蛋白的
表达进行检测.
结果: (1)新疆地区维吾尔族CRC患者与汉族
C R C患者在发病年龄、肿瘤大小、病理分
型、淋巴结转移、TNM分期间的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2)维吾尔族CRC患
者中hMLH1蛋白表达缺失率为9.2%(9/98),
h M S H2蛋白表达缺失率为3.1%(3/98);
(3)hMLH1蛋白在肿瘤最大径>5.0 cm的CRC
组织中的缺失率(17.1%)明显高于肿瘤最大
径≤5.0 cm的CRC组织(3.5%, P <0.05), 在有
淋巴结转移的CRC组织中的缺失率(15.1%)
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的C R C组织(2.2%,
P <0.05); (4)维吾尔族C R C患者中h M S H2
蛋白缺失率(3.1%)明显低于汉族C R C患者
(10.1%, P <0.05).
结论: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CRC患者较汉族患
者有发病年龄较轻, 肿瘤直径较大, 黏液腺
癌及印戒细胞癌所占比例较高, T N M分期
较晚等临床病理特点; 且h M S H2蛋白在维
吾尔族与汉族C R C患者中的表达具有种族
差异性.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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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吾尔族； 汉族
核心提示：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rcinoma, CRC)患者与汉族患者在发病年龄、肿
瘤大小、病理分型、TNM分期等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 并且维吾尔族CRC患者中hMSH2蛋白缺失
率较汉族CRC患者低. 了解维吾尔族及汉族CRC
患者临床病理及遗传背景的差异性, 可以为不同
民族CRC患者的早期诊断和个性化治疗, 提供强
有力的证据.
肉克彦•库达来提， 岳娜， 梁莉萍， 赵峰． 维吾尔族与汉族大
肠癌临床病理特征及ｈＭＬＨ１、ｈＭＳＨ２的表达差异． 世界华
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３８２－２３８８ URL: http://www.

wjgnet.com/1009-3079/23/2382.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382

h M L H 1 和
hMSH2 基因在
CRC中的研究虽
可见报道, 但是
国内外对于不同
种族间hMLH1和
hMSH2表达差异
的研究报道很少,
对于其在维吾尔
族与汉族CRC患
者中的表达差异
更是尚未见报道.
CRC的发生发展
是多步骤、多基
因参与的结果,
维汉之间是否有
其他基因的表达
差异, 还需要我
们进一步深入研
究证实.

0 引言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rcinoma, CRC)已成为第
三大引起死亡的恶性肿瘤, 在欧美等西方国家
发病率较高, 而亚洲、非洲及南美洲发病率较
低, 却在逐年上升中[1,2].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
地区, 以维吾尔族和汉族为主, 维吾尔族属于
高加索人种, 而汉族是属于蒙古人种 [3]. 两民
族除种族不同外, 在宗教信仰、生活习惯、
社会文化、居住地域等各个方面均存在差
异. 新疆地区恶性肿瘤分布中, 汉族结肠癌
占第7位, 而维吾尔族结肠癌发病率低于汉
族 [4]. 其原因可能与种族因素有关, 又或者与
维吾尔族C R C患者就诊率低有关. 错配修复
(mismatch repair, MMR)作为DNA复制后的
碱基修复系统, 对维持D N A高保真性起重要
作用[5,6]. MMR基因缺陷会引起微卫星不稳定
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 从而导致
CRC及其他恶性肿瘤的发生[7,8]. 本研究中, 我
们回顾性分析了近十年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收治的133例维吾尔族C R C患者临床
病理资料, 并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98例
维吾尔族C R C组织中h M L H1和h M S H2蛋白
的表达, 以探讨维吾尔族C R C临床病理特征
及M M R基因在维吾尔族与汉族C R C组织中
的表达差异.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收集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自
2003-01/2013-12病历完整的维吾尔族CRC患
者133例(中位年龄54岁), 回顾性分析维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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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郑建云等研究
发现hMLH1和
hMSH2蛋白在散
发性大肠癌组织
中的表达与患者
的年龄、淋巴结
转移和癌组织浸
润的范围有关.
Kenney等的研究
表明年轻的大肠
癌患者倾向于较
高的肿瘤分级,
黏液性分化、易
有淋巴及神经浸
润, 且hMSH2的
缺失在年轻患者
中更加突出.

表 1

1.2.3 结果判定: hMLH1和hMSH2抗体染色定

维吾尔族与汉族CRC临床特征比较 n (%)

位于细胞核, 参照Fromowitz等[9]的方法, 从细
临床特征

n

维吾尔族

汉族

１３３

１５１

ｎ
年龄（岁）
１５４

９４（７０．７）

６０（３９．７）

＞６０

１３０

３９（２９．３）

９１（６０．３）

性别
１５０

６４（４８．１）

８６（５７．０）

女

１３４

６９（５１．９）

６５（４３．０）

部位
２７

１５（１１．３）

１２（７．９）

左半结肠

７１

３１（２３．３）

４０（２６．５）

１８６

８７（６５．４）

９９（６５．６）

分, 51%-75%计3分, >75%计4分. 两项评分结果
相加<2分定义为阴性表达(-), 2-7分定义为阳性
表达(+).

０．５７４

右半结肠

棕黄色计2分, 棕褐色计3分; 阳性细胞所占百
分比: <5%计0分, 5%-25%计1分, 26%-50%计2

０．１３７

男

胞内的染色反应及阳性细胞百分比两方面综
合评分. 染色反应: 无着色计0分, 淡黄色计1分,

０．０００

≤６０

直肠

P值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
2

行统计学处理, 组间比较采用χ 检验和秩和检
验, 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ＣＲＣ： 结直肠癌．

2.1 维吾尔族CRC与汉族CRC患者临床病理特
族C R C的临床和病理特点. 151例(中位年龄

征比较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CRC患者发病年龄

66岁)汉族CRC患者作为对照. 剔除术前有放

≤60岁94例(70.7%), 汉族发病年龄≤60岁60例

疗及化疗史的病例后, 选取经手术切除治疗

(39.7%), 维吾尔族CRC患者年龄较汉族患者

的98例维吾尔族CRC患者标本(男性51例, 女

年轻,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维吾尔族

性47例, 中位年龄54岁), 用免疫组织化学法

CRC肿瘤最大径>5 cm 60例(45.1%), 汉族46例

对C R C组织中h M L H1和h M S H2蛋白的表达

(30.5%), 维吾尔族CRC组肿瘤大小较汉族CRC

进行检测. 109例汉族C R C患者标本(男性61

组更大, 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维

例, 女性48例, 中位年龄66岁)作为对照. 鼠

吾尔族高-中分化腺癌91例(68.4%), 汉族128例

抗人h M L H1和h M S H2免疫组织化学单克隆

(84.8%), 维吾尔族低分化腺癌17例(12.8%), 汉

抗体为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产

族14例(9.3%), 维吾尔族黏液腺癌及印戒细胞

品. h M L H1抗体(克隆号G168-15)为即用型,

癌23例(17.3%), 汉族9例(6.0%), 维吾尔族其他

hMSH2抗体(克隆号25D12)为浓缩型, 免疫组

类型2例(1.5%), 汉族0例(0%), 维吾尔族CRC组

织化学染色PV6000试剂盒购自北京中杉金桥

中黏液腺癌及印戒细胞癌比率较汉族CRC组

生物有限公司.

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维吾尔族CRC

1.2 方法

淋巴结有转移为73例(54.9%), 汉族62例(41.1%),

1.2.1 临床病理资料分析: 根据2010版世界卫生

维吾尔族CRC组淋巴结转移率较汉族组高, 差

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结肠与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维吾尔族TNM分期

直肠肿瘤TNM分期标准对肿瘤进行分期, 从发

Ⅰ期14例(10.5%)、Ⅱ期46例(34.6%)、Ⅲ期

病年龄、病变部位、肿瘤大小、病理分型、

65例(48.9%)、Ⅳ期8例(6%), 汉族患者分别为

TNM分期等方面对维汉两组病例进行比较分

28(18.5%)、61(40.4%)、60(39.7%)、2例(1.3%),

析. CRC的病理类型分为高-中分化腺癌、低

维吾尔族CRC组晚期患者比率较汉族组高, 差

分化腺癌、黏液及印戒细胞癌、其他(鳞癌、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维吾尔族CRC组与汉

类癌). 病变部位分为右半结肠(回盲部、升结

族CRC组在性别、部位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肠、肝曲、横结肠), 左半结肠(脾曲、降结

(表1, 2).

肠、乙状结肠), 直肠.

2.2 h M L H1和h M S H2蛋白在维吾尔族C R C

1.2.2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采用PV6000二步法,

患者中的表达 在98例维吾尔族C R C组织中,

抗原修复采用EDTA抗原修复液(pH 9.0)高压

hMLH1蛋白缺失率为9.2%(图1), hMSH2蛋白

锅热修复,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具体步骤按试剂

缺失率为3.1%(图2). hMLH1蛋白在肿瘤最大

盒说明书进行. 用已知阳性标本切片做阳性对

径>5.0 cm的CRC组织中的缺失率(17.1%)明

照, PBS代替一抗做阴性对照.

显高于肿瘤最大径≤5.0 cm的CRC组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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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创新盘点

B

图 1 hMLH1在维吾尔族CRC组织中的表达(PV6000×400). Ａ： ｈＭＬＨ１在肿瘤细胞核中的强阳性表达； Ｂ： ｈＭＬＨ１在肿瘤
细胞中的阴性表达． ＣＲＣ： 结直肠癌．

A

本文首次探讨了
新疆地区维吾尔
族与汉族CRC
患者临床病理特
征的差异, 并检
测了hMLH1和
hMSH2蛋白在
维汉两民族CRC
组织间的表达差
异. 提示维吾尔
族CRC患者具有
不同于汉族患者
的临床病理特征,
且hMSH2蛋白缺
失率较低.

B

图 2 hMSH2在维吾尔族CRC组织中的表达(PV6000×400). Ａ： ｈＭＳＨ２在肿瘤细胞核中的强阳性表达； Ｂ： ｈＭＳＨ２在肿瘤
细胞中的阴性表达． ＣＲＣ： 结直肠癌．

表 2

(2.2%, P <0.05). hMLH1蛋白缺失率在不同年

维吾尔族与汉族CRC病理特征比较 n (%)

龄、不同性别、不同肿瘤部位、不同分化程
n

病理特征

ｎ

维吾尔族

汉族

１３３

１５１

大小（ｃｍ）

P值

无统计学意义. hMSH2蛋白缺失率在各个不同
０．０１１

≤５

１７８ ７３（５４．９） １０５（６９．５）

＞５

１０６ ６０（４５．１）

０．００４

高－中分化

３１ １７（１２．８）

１４（９．３）

黏液及印戒细胞癌

３２ ２３（１７．３）

９（６．０）

其他

２

２（１．５）

CRC患者(10.1%, P <0.05), hMLH1蛋白缺失率
在维吾尔族和汉族CRC组织中差异无统计学

０（０．０）

淋巴结转移

０．０２０

有

１３５ ７３（５４．９）

６２（４１．１）

无

１４９ ６０（４５．１）

８９（５８．９）

Ⅰ期

４２ １４（１０．５）

２８（１８．５）

Ⅱ期

１０７ ４６（３４．６）

６１（４０．４）

Ⅲ期

１２５ ６５（４８．９）

６０（３９．７）

ＴＮＭ分期

１０

８（６．０）

意义(表4).
3 讨论

０．０２４

Ⅳ期

患者CRC组织中的表达比较 维吾尔族CRC患
者中hMSH2蛋白缺失率(3.1%)明显低于汉族

２１９ ９１（６８．４） １２８（８４．８）

低分化

临床病理指标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3).
2.3 hMLH1和hMSH2蛋白在维吾尔族与汉族

４６（３０．５）

病理分型

度、不同浸润深度的CRC组织中的表达差异

２（１．３）

由于肠镜的普及及癌症筛查技术的提高, 欧美
等发达国家CRC发病率基本保持稳定甚至有
所下降, 但是我国CRC发病率却逐年上升, 已
跃居恶性肿瘤第3位[10]. 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
种族差异在肿瘤生物学和遗传学中起到一定

ＣＲＣ： 结直肠癌．

的作用, 世界各地不同种族人群社会文化、生
活方式、饮食习惯均有所不同, CRC的发病率

P <0.05), 在有淋巴结转移的CRC组织中的缺失

也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 CRC在欧美白种人中

率(15.1%)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的CRC组织

的发病率要高于亚洲国家的黄种人. 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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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了解维吾尔族及
汉族CRC患者临
床病理及遗传背
景的差异性, 可
以指导不同民族
的CRC患者的早
期诊断和个性化
治疗.

表 3

维吾尔族CRC临床病理特征与hMLH1和hMSH2蛋白表达的关系

hMLH1蛋白表达

n

临床病理特征

缺失例数(n )

缺失率(%)

P值

年龄（岁）

hMSH2蛋白表达
缺失例数(n )

缺失率(%)

０．１４７

０．５４９

≤６０

６６

４

６．１

３

４．５

＞６０

３２

５

１５．６

０

０．０

男

５１

４

７．８

２

３．９

女

４７

５

１０．６

１

２．１

性别

０．７３４

部位

１．０００

０．４０２

０．７７４

右半结肠

１２

２

１６．７

０

０．０

左半结肠

２３

３

１３．０

１

４．３

直肠

６３

４

６．３

２

３．１

２

３．５

１

２．４

１３．２

１

２．６

肿瘤最大径（ｃｍ）

０．０２２

≤５

５７

２

３．５

＞５

４１

７

１７．１

分化程度

０．７６３

０．４６０

０．２６５

高分化

３８

５

中分化

５２

３

５．８

１

１．９

低分化

８

１

１２．５

１

１２．５

Ⅰ期

１１

１

９．１

１

９．１

Ⅱ期

３１

３

９．７

０

０．０

Ⅲ期

５０

５

１０．０

２

４．０

Ⅳ期

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有

４５

１

１５．１

２

４．４

无

５３

８

２．２

１

１．９

ＴＮＭ分期

０．８８４

淋巴结转移

表 4

０．４４６

０．０３６

０．５９２

hMLH1和hMSH2蛋白在维吾尔族与汉族CRC组织中的表达差异

民族
维吾尔族
汉族

P值

n

hMLH1蛋白表达
缺失例数(n )

缺失率(%)

９８

９

９．２

１０９

１４

１２．８

CRC在非裔美国人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高
[11]

P值
０．４０３

hMSH2蛋白表达
缺失例数(n )

缺失率(%)

３

３．１

１１

１０．１

P值
０．０４４

且低于国家平均水平, 并以51-60岁患者多见,

于美国白种人及其他种族 . 新疆是多民族聚

而汉族CRC组高发年龄在71-80岁. 其差异原

居的地区, 其中以维吾尔族和汉族为主, 两民

因一方面可能是种族差异导致; 另一方面可能

族在种族、社会文化、生活习惯以及居住地

由于维吾尔族饮食结构与汉族有着显著的不

域等方面均存在差异. 故我们总结分析了近十

同, 维吾尔族人喜食肉食, 以牛羊肉为主, 且新

年间的维、汉族CRC临床病理资料, 并对其分

鲜蔬菜及水果摄入量也较汉族少. 有调查显示,

子遗传背景进行初步检测分析.

喀什地区维吾尔族人群中各种维生素和微量

自20世纪60-90年代, 我国CRC发病中位

元素, 如钙和维生素A的人均摄入量均未达到

年龄由原来的48岁上升至55岁, 且近年来的研

营养素供给量(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

[12]

显示, 其发病中位年龄已上升至58岁. 本

RDA)的标准[13]. 高脂高蛋白的西方化饮食是

组资料显示,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CRC患者中位

CRC的危险因素, 而钙和维生素是CRC的保护

发病年龄为54岁, 较汉族患者年轻了近10岁,

因素[14]. 维吾尔族高脂高蛋白及低维生素和微

究

WCJD|www.wjgnet.com

2386

2015-05-28|Volume 23|Issue 15|

肉克彦•库达来提， 等． 维吾尔族与汉族大肠癌临床病理特征及ｈＭＬＨ１、ｈＭＳＨ２的表达差异

量元素的饮食结构, 可能导致发病年龄的提前.
国内外研究

[15-18]

巴结转移的CRC组织中的缺失率明显高于无

显示, 大肠黏液腺癌及印

淋巴结转移的CRC组织, 且hMLH1、hMSH2

戒细胞癌具有组织分化程度差, 恶性程度高,

蛋白的表达与患者年龄、肿瘤浸润深度有关.

病变进展快, 往往在呈增生性生长前就先有肠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hMLH1蛋白缺失率在有淋

壁内浸润和脉管侵犯的特点, 是影响预后的重

巴结转移的CRC组织中显著增加, 表明hMLH1

要因素之一, 而且在年轻患者中更为多见. 本

蛋白缺失可能在判断肿瘤的转移方面有一定

组资料中, 维吾尔族与汉族CRC均以高-中分

意义. Khoo等[25]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298例

化腺癌多见, 但维吾尔族CRC组中黏液及印戒

CRC组织中MMR蛋白表达后, 发现体积较大及

细胞癌比例显著高于汉族患者, 除种族因素外,

外生性生长的肿瘤更易有MMR基因的缺陷. 本

可能与维吾尔族CRC组中年轻患者比例较高

研究中, 维吾尔族CRC组织中, 肿瘤直径越大,

有关, 同时说明维吾尔族CRC较汉族CRC恶性

hMLH1蛋白缺失率越高, 与以上研究结果较一

程度更高、更具侵袭性, 发现时多已为晚期,

致.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 MMR蛋白表达存在

分化程度更差.
我们发现维吾尔族C R C组晚期患者比例

种族差异性[26-28]. 本研究中, 维吾尔族CRC患者

高于汉族CRC组. 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中hMSH2蛋白缺失率明显少于汉族CRC患者.

首先维吾尔族患者多生活在南疆医疗水平较

有研究显示MMR蛋白在高龄CRC患者组织中

低的地区, 早期诊断率低; 其次维吾尔族患者

的缺失率明显高于低龄CRC患者组织, 提示高

由于对CRC认识不足及经济原因, 诊疗依从性

龄患者更易有MMR基因的缺失[29]. Kenney等[30]

较差, 使病情拖延, 导致维吾尔族CRC组晚期

的研究显示hMSH2蛋白缺失率在年轻CRC患

患者较多; 再次维吾尔族患者中黏液及印戒细

者中更高. 可以推测除种族差异因素以外, 维吾

胞癌所占比例较高, 易发生腹膜转移及淋巴结

尔族CRC患者中hMSH2蛋白较低的缺失率或

转移, 恶性程度高, 病变进展快, 这也是维吾尔

许与其较轻的发病年龄有关.

族CRC组中晚期患者较多的原因. 我们还发现

总之, 新疆地区维吾尔族CRC患者较汉族

维吾尔族CRC组肿瘤直径较大, 可能是由于维

患者有发病年龄较轻, 肿瘤直径较大, 黏液腺

吾尔族CRC组晚期患者较多, 肿瘤生长时间较

癌及印戒细胞癌所占比例较高, TNM分期较晚

长, 而导致肿瘤体积增大.

等临床病理特点; 并且hMSH2蛋白在维吾尔族

M M R基因功能缺陷是引起M S I的重要

性. CRC的发生发展是多步骤、多基因参与的

癌(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rectal cancer,

结果, 维汉之间是否有其他基因的表达差异,

HNPCC)及部分散发性CRC的发生[19,20]. MMR

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证实.

hPMSl及hPMS2等多个家族成员, 而MMR基因
突变的90%主要是hMLH1 和hMSH2 基因的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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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不稳定性和
微卫星稳定性.

CRC组织中的表达与汉族CRC患者具有差异

原因, 并会导致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

包括hMLH1、hMSH2、hMSH6、hMS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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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 has
become a common liver disease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prevalence is
also continuously increas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AFLD comprises a spectrum of
disease stages, in which simple steatosis is a
benign course and steatohepatitis can progress to
liver fibrosis, cirrhosis and eve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he pathogenesis of NAFLD has
not been fully understood. As noncoding R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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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ecules, microRNAs (miRNAs) regulate
the pathophysiolog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development, metabolism, cell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poptosis and carcinogenesis, as
well as the pathogenesis of NAFLD. miRNAs
extensively participate in insulin resistance,
lipid metabolic disorder, endoplasmic injury
and cell apoptosis in NAFLD. This review
highlights the roles of miRNAs in cell apoptosis
in NAFLD.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MicroRNAs; Apoptosis;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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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是西方发达国家常见
的肝脏疾病, 其患病率在发展中国家也持
续增高. NAFLD是一类肝脏疾病的总称, 其
中单纯性脂肪肝属良性病变, 但非酒精性
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NASH)可进一步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
最终导致肝癌, 但NAFLD的发病机制并不
完全清楚. 微小RNA(microRNA, miRNA)
作为一类在转录后水平调控机体生长发
育、细胞代谢、增殖、分化、凋亡及肿瘤
形成等生理、病理过程的非编码R N A, 也
参与了N A F L D的发病. m i R N A种类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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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及饮食结
构的改变, 非酒
精性脂肪性肝
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的发病
率逐年增加, 给
人类健康及经
济带来严重负
担, 但其发病机
制不清. 微小
RNA(microRNA,
miRNA)是 近 年
的研究热点, 不
但参与调控细胞
代谢、分化、增
殖、肿瘤形成等
过程, 也参与了
NAFLD脂质代
谢、胰岛素抵
抗、细胞凋亡等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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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多项试验证实
NAFLD患者或
动物模型中存在
miRNA的差异
性表达, miRNA
可通过调控肝细
胞或脂肪细胞的
凋亡过程参与
NAFLD的发病
与进展, 虽涉及
其具体调控机制
的资料尚少, 但
为未来用分子学
的方式诊断、治
疗NAFLD提供
了新途径, 是以
后的研究热点.

广泛参与NAFLD中胰岛素抵抗、脂代谢紊
乱、内质网损伤和细胞凋亡等过程. 本文
主要就m i R N A在N A F L D细胞凋亡中的作
用作一综述.

在欧洲的2型糖尿病人群中, 其患病率高达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42.6%-69.5%[7,8]. NAFLD常常和肥胖、胰岛素

道, 西方国家, 尤其是希腊等地中海国家, 成人
NAFLD的患病率达20%-30%, 在诸如中国、
印度等亚洲国家, 其患病率约为15%-20% [5,6].

抵抗、2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高血压、
关键词： 微小ＲＮＡ； 细胞凋亡； 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
核心提示： 细胞凋亡是包括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在
内的多种肝脏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 并
与其严重程度相关. N A F L D常和肥胖、胰岛
素抵抗、2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高血压、
炎症等合并存在. 微小RNA(microRNA)不但
参与N A F L D脂质代谢、胰岛素抵抗等环节,
也通过调节受p53 基因上调表达的凋亡调控蛋
白(p53-upregulated modulator of apoptosis)、
C/EBP同源蛋白(C/EBP homologous protein)、
B细胞淋巴瘤基因(B c e l l l y m p h o m a)家族、
p27 K i p1、丝裂原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
酶(mitogen-activated/extracellular signalr e g u l a t e d k i n a s e)/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extracel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通路、程
序性细胞死亡因子4(programmed cell death
4)、第10号染色体同源丢失磷酸酶张力蛋白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detected on
chromosome ten)、回复引导半胱氨酸丰富蛋
白Kazal基元(reversion inducing cysteine rich
protein with Kazal motifs)等过程参与NAFLD
肝细胞及脂肪细胞凋亡的调控.

炎症等合并存在 [9,10], 给人类健康、经济等带
来了严重的负担, 但其发病机制并不完全清
楚. 近年研究表明细胞凋亡在NAFLD发病及
进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微小RNA(microRNA,
m i R N A)作为一类在转录后水平调控机体生
长发育、细胞代谢、增殖、分化、肿瘤形成
等生理、病理过程的非编码R N A, 不但参与
NAFLD中脂质代谢、胰岛素抵抗等环节[11,12],
也参与了NAFLD中细胞凋亡的调控.
1993年, Lee等[13]在秀丽隐杆线虫中首次
发现一类含有19-24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单链
RNA, 即miRNA. 他通过与之互补的mRNA配
对, 在转录后水平调控机体各项病理生理过
程, 如细胞增殖、代谢、分化、凋亡和肿瘤发
生等[14]. 随着研究[15]的进一步深入, 现已识别
出约2000个人类miRNA序列, 他们可能调节三
分之二的人类基因组. miRNA最早在细胞核
中, 由编码基因编码, 经RNA聚合酶Ⅱ转录成
前体分子pri-miRNA[16]. 然后, pri-miRNA经过
细胞核中核糖核酸酶Ⅲ(ribonuclease Ⅲ, RNase
Ⅲ)家族成员, 即Drosha酶(nuclear Drosha)、
Dicer酶(nuclear Dicer)的作用, 最终形成双
链m i R N A. 双链m i R N A在解螺旋酶的作用

聂娇， 李昌平．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ｍ ｉ ｃ ｒ ｏ Ｒ Ｎ Ａ调控细胞

下, 其中一条与AGO蛋白(argonauts)结合而形

凋亡的机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３８９－２３９６

成miRNA-诱导沉默复合体(miRNA-induced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389.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389

silencing complex, miRISC); 另一条被称为随
从链的miRNA则被释放或降解. miRNA的5'端
有一区域含有2-8个核苷酸, 被称为“种子区

0 引言

域”, 这个区域与其靶mRNA的3'端非翻译区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3' untranslated region, 3'UTR)多以不完全互补

disease, NAFLD)是指肝细胞脂肪沉积超过肝

配对的方式结合, 从而抑制蛋白质的翻译或引

脏重量的5%, 除外过量酒精摄入(折合乙醇量,

起靶mRNA降解[17].

男性>40 g/d, 女性>20 g/d)、病毒感染及其他
明确病因所导致的临床病理综合症[1]. NAFLD

1 细胞凋亡在NAFLD中的作用

是一类疾病的总称, 包括非酒精性单纯性脂

1.1 肝细胞凋亡导致炎症及肝纤维化 肝细胞凋

肪肝、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 o n-a l c o h o l i c

亡是包括NAFLD在内的多种肝脏疾病发生、

steatohepatitis, NASH)及肝硬化, 后者可进一

发展的重要环节, 并与其严重程度相关[18]. 肝

步发展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星状细胞也在肝纤维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2]

[3,4]

HCC)及其他终末期的肝脏疾病 . 有研究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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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６， ＩＬ－８及黏附因子等
Ｆａｓ通过诱导
ＭｙＤ８８通路

促炎症反应，
中性粒细胞浸润

■相关报道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７及其他促细胞凋亡因子

肝星状细胞、Ｋｕｐｆｆｅｒ细胞吞噬凋亡小体

ＴＮＦ－α与ＴＮＦＲ－１结合

ＦａｓＬ与Ｆａｓ结合

激动ＮＦ－κＢ、ＪＮＫ信号通路
ＴＧＦ－β１和１型
胶原蛋白
肝星状细
胞活化

肝细胞凋亡
肝星状细胞
释放ＭＭＰｓ

肝脏炎症， 肝纤维化
图 1 肝星状细胞参与肝脏炎症及肝纤维化的过程. →： 表示促进作用． ＩＬ： 白介素； ＴＧＦ－β１： 转化生长因子β１； ＴＮＦ－α：
肿瘤坏死因子－α； ＮＦ－κＢ： 核因子－κＢ； ＪＮＫ： ｃ－Ｊｕｎ氨基末端激酶； ＭＭＰｓ： 基质金属蛋白酶； ＦａｓＬ： Ｆａｓ配体．

要环节. 肝星状细胞和Kupffer细胞可吞噬肝

1.2 脂肪细胞凋亡导致胰岛素抵抗、肝脏脂肪

脏中的凋亡小体(apoptotic bodies), 促进Fas配

样变 NAFLD常和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

体(Fas ligand, FasL)、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肥胖、脂代谢紊乱、高血压、炎症等合并存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等死亡配体的产生,

在. 胰岛素抵抗是NAFLD的基本特征. 研究[23]

促进肝细胞凋亡. 肝细胞凋亡可募集中性粒

表明, 胰岛素抵抗能降低NAFLD患者肝脏、

细胞至肝实质, T N F受体1(T N F r e c e p t o r 1,

骨骼肌和脂肪组织的胰岛素敏感性. 最终导致

T N F R-1)与T N F-α结合后, 可激动下游核因

肌肉和肝脏摄取血浆中升高的甘油三酯和游

子κB(nuclear factor κB, NF-κB)及c-Jun氨基

离脂肪酸, 异位沉积在心肌细胞和肝脏中 [24].

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 JNK)激酶

Alkhouri等[25]研究表明, 脂肪细胞凋亡是脂肪

信号传导通路, 与白介素(interleukin, IL)-6、

组织巨噬细胞浸润、胰岛素抵抗的初始事件,

I L-8及黏附分子等形成炎症瀑布反应, 活化

脂肪组织巨噬细胞浸润在胰岛素抵抗的发展

中性粒细胞引起肝脏炎症. 另外, F a s可通过

中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Wueest等[26]研究表

M y D88通路诱导巨噬细胞表达促炎症反应

明, 脂肪特异性的Fas敲除小鼠(选择地敲除脂

趋化因子, 促进中性粒细胞浸润及炎症反

肪组织中的Fas), 可免受高脂饮食诱导的胰岛

[19]

. 同时, 肝细胞凋亡产生转化生长因子

素抵抗和肝脏脂肪变性. 此外, 无论患糖尿病

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1, TGF-β1)和

与否, 肥胖患者脂肪组织中Fas和FasL上调, 表

1型胶原蛋白(type 1 collagen)等促进纤维蛋

明Fas在肥胖诱导的胰岛素抵抗中起作用.

应

Cheung等是第一
个研究miRNA在
NAFLD中异常
表达的人: 与控
制组相比, 非酒
精性脂肪性肝炎
患者的肝组织中,
46种miRNA表达
增加或降低. 经
过进一步的研究
发现: miR-2965p、miR-221、
miR-222、miR483-3p通过调
节 受p 5 3 基 因 上
调表达的凋亡
调控蛋白(p53upregulated
m o d u l a t o r
of apoptosis,
PUMA)调控
NAFLD脂肪细
胞凋亡; MmumiR-615-3p通
过抑制C/EBP同
源蛋白(C/EBP
homologous
protein, CHOP)调
控脂肪细胞凋亡.

白产生的因子(profibrogenic factors), 并释放
与巨噬细胞和肝星状细胞上嘌呤受体相结合

2 miRNA在NAFLD细胞凋亡中的作用

的核酸, 以进一步激活上述细胞致肝脏纤维

2.1 NAFLD中差异表达的miRNA 目前已有

. 另外, 活化的肝星状细胞还分

多项研究表明, N A F L D中存在m i R N A的差

泌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异表达(表1). Cheung等 [27]研究发现, 与控制

MMPs). 研究[21]表明, 在小鼠造模的肝脏疾病

组相比, NASH患者的肝组织中, 46种miRNA

中, 抑制MMP可减少肝损伤、肝细胞凋亡和

表达增加或降低. Li等[28]研究发现, 与正常对

肝纤维化. NASH患者Caspase3、7和其他细

照组相比, 患有NAFLD的ob/ob小鼠, 有11种

胞凋亡的因子增加, 促进Kupffer细胞和肝星

miRNA数量发生变化, 其中miR-34a、miR-31

状细胞的肝细胞凋亡作用, 加重肝脏炎症和

等8种升高, m i R-29c、m i R-451和m i R-21降

化的作用

肝纤维化

[20]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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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miRNA是近年
来的研究热点,
虽然miRNA在
NAFLD发病中
的作用及机制已
有不少研究, 但
其主要集中在
调控代谢综合
症这方面, 且相
关综述不多, 国
内外仅个别报
道. 但NAFLD时,
miRNA调控相关
细胞凋亡的内容
尚未见有综述.
本文就miRNA调
控NAFLD细胞
凋亡的机制作一
综述.

表 1

NAFLD中差异表达的miRNA

模型
ＮＡＳＨ患者

上调的miRNAs

下调的miRNAs

ｍｉＲ－１２６、－２８、－２６ｂ、－３０ｄ、

ｍｉＲ－１２５ｂ、－２３ａ、－２３ｂ、

－１２２、－３６１、－５７４、－９２ｂ、

－１６、－１００、－２７ｂ、－２４、

－７６８－５ｐ、－３７５、－２０３、－２２３、－１４５、

－１８１ｂ、－９９ｂ、－２１４、

－６７１、－１３９、－１９１＊、－５６３、－１８８、

－１２７、－１２８ａ、－２１、

－６０１、－７６５、－１９８、－６４１、－６１７

－１２８ｂ、－４５５、－１９９ａ＊、

参考文献
Ｃｈｅｕｎｇ等［２７］， ２００８

－２２１、－１９９ａ、－２２２、
－１４６ｂ、－２００ａ、－３４ａ、－２２４
ｍｉＲ－２９ｃ、－４５１、－２１

Ｌｉ等［２８］， ２００９

ｏｂ／ｏｂ小鼠

ｍｉＲ－３４ａ、－３１、－１０３、－１０７、－１９４、

小鼠造模

－２２１、－３３５－５ｐ、－２００ａ
ｍｉＲ－７０５、－１２２４、－１８２、－１８３、

小鼠造模

－１９９ａ－３ｐ
ｍｉＲ－３４ａ、－１５５、－２００ｂ、－２２１

小鼠造模

ｍｉＲ－１８１ｂ、－１８１ｄ

大鼠造模

ｍｉＲ－２００ａ、－２００ｂ、－４２９

ｍｉＲ－１２２、－４５１、－２７

Ａｌｉｓｉ等［３２］， ２０１１

大鼠造模

ｍｉＲ－８８０、－８８１、－７４１－３ｐ、－２００ｂ＊、

ｍｉＲ－６７１、－１８４、－４５１、

Ｆｅｎｇ等［３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０ｂ、－２００ａ、－１４１、－４２９、

－５０１＊、－１８３、－３３、－１８２、

－４５５、－２００ｃ、－１４６ａ、－４９９、－１５０、

－２０６、－１４４、－１４３＊、－１、

－２９ｂ－１＊、－２２１＊、－９、－１５２、－３０ｃ、

－９６

Ｄｏｌｇａｎｉｕｃ等［２９］， ２００９
ｍｉＲ－２９ｃ、－１２２、－１９２、－２０３ Ｐｏｇｒｉｂｎｙ等［３０］， ２０１０
Ｗａｎｇ等［３１］， ２０１０

－１４６ｂ、－３２２＊、－５０３、－１２８、－３４２－３ｐ、
－１８１ｃ、－３０ｃ－２＊、－３０ｂ－５ｐ、－１４２－５ｐ、
－１０３、－１９９ａ－５ｐ、－１４８ｂ－３ｐ、－３２０、
－１８１ａ－１＊、－３３９－５ｐ、－３０ｄ、－５０３＊、
－１８５、－ｌｅｔ－７ｆ、－３３８、－３４ｃ、
－１４２－３ｐ、－２２１、－１８６、－３７４、－２１０
ＮＡＦＬＤ患者

ｍｉＲ－１８１ｄ、－９９ａ、－１９７、

Ｃｅｌｉｋｂｉｌｅｋ等［３４］， ２０１４

－１４６ｂ
ＮＡＦＬ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ＮＡＳＨ：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表示其为ｍｉＲＮＡ形成过程中产生的随从链．

中, m i R-705、m i R-1224等5种m i R N A表达
增加. P o g r i b n y等

[30]

发现在N A F L D的小鼠

参与了N A F L D的发病, 但并未阐明其影响
NAFLD发病的具体机制.

模型中, miR-34a、miR-155等4种miRNA表

2.2 NAFLD中miRNA调控细胞凋亡的机制

达增加, miR-29c、miR-122等4种miRNA表

2.2.1 miR-296-5p通过调节受p53 基因上调表

达降低, 且m i R N A表达的变化决定了N A S H

达的凋亡调控蛋白(p53-upregulated modulator

[31]

发现, 缺乏

of apoptosis, PUMA)参与NAFLD的脂肪细

胆碱及氨基酸饮食喂养的C57/B L6小鼠中,

胞凋亡过程: Jabbour等[35]与Cazanave等[36]发

m i R-181b、m i R-181d两种m i R N A升高, 且

现, PUMA的过表达可以促进细胞死亡, 而抑

的严重程度和易感性. Wa n g等

其升高可能与HCC的发病相关. Alisi等

[32]

发

制P U M A蛋白表达的H u h-7细胞或先天缺乏

现,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患有N A F L D的大鼠

p u m a 基因的小鼠的初级肝细胞可以部分免

模型中, 3种m i R N A升高(m i R-200a、m i R-

除脂毒性的创伤. 研究[37]表明NAFLD患者的

200b、miR-429); 3种miRNA降低(miR-122、

内脏脂肪组织中, m i R-296-5p的表达降低、

研究表明,

PUMA mRNA和蛋白的水平升高 [36], 这说明

NAFLD大鼠中, 44种miRNA表达升高, 12种

m i R-296-5p可能负向调控P U M A表达. 经过

m i R-451、m i R-27). F e n g等

[33]

发现, 经活

Cazanave等[38]的进一步研究发现: miR-296-

检证实的N A F L D患者, 与正常人相比, 其血

5p表达增加可抑制P U M A表达, 减少H u h细

清中miR-181d、miR-99a、miR-197和miR-

胞因棕榈酸酯作用而发生的细胞凋亡; 反

146b的水平降低. 以上研究均表明m i R N A

之, m i R-296-5p表达减少可使P U M A表达增

miRNA表达降低. Celikbile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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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进而使细胞凋亡增加, 其机制在于m i R-

瘤病毒整合位点1(wing-less-related MMTV

296-5p“种子区域”可分别与PUMA 3'UTR

integration site 1, wnt-1) mRNA及其蛋白的

的1299/1306(B S1)、1465/1471(B S2)位点结

表达, 导致肝细胞凋亡增加; 反之, 在HCC肝

合, 进而降解P U M A转录物或阻断P U M A蛋

癌细胞中, miRNA-122表达降低可使Bcl-w、

[38]

. 而P U M A蛋

w n t-1 m R N A及其蛋白的表达增加, 从而减

白的升高可直接促进线粒体功能障碍, 导致

少肝细胞凋亡的发生, 这可能是N A F L D向

白翻译以调节P U M A的表达

[39]

. 另

HCC发展的机制. Ma等[46]用腺病毒载体介导

外, miR-221、miR-222和miR-483-3p也可以负

miRNA-122的表达, 发现miRNA-122表达可诱

Caspase3/7的激活, 最终导致细胞死亡
[40,41]

.

导肝癌细胞株发生细胞凋亡、使细胞周期停

2.2.2 miR-34a通过miR-34a/SIRT/p53途径参与

滞. 这些研究均表明miRNA-122通过负向调控

肝细胞凋亡: 与脂肪样变相比, 轻中度NASH

Bcl-w、wnt-1的表达参与NAFLD的致病过程.

患者的miR-34a表达增加了约2倍, 重度NASH

Gramantieri等[47]发现HCC细胞的miRNA-221

患者m i R-34a增加了3倍以上 [42], 进一步的研

表达增加, 其通过抑制B c l-2蛋白修饰因子

究表明N A F L D患者肝脏m i R-34a的表达与

(Bcl-2 modifying factor, Bmf)表达, 减少肝细

SIRT1(sirtuin 1)、乙酰化的P53蛋白水平, 以

胞凋亡发生. 也有miR221/222促进细胞凋亡的

向调控PUMA表达

[42]

发现: m i R-

报道, 如Dai等 [48]发现: 在HCC发生内质网应

34a/SIRT1/p53途径参与调控NAFLD的肝细胞

激的条件下, miR-221/222表达降低, 通过调节

凋亡, 即miR-34a通过下调靶点SIRT1, 使p53

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retinoblastoma protein,

乙酰化、转录及促凋亡基因puma 增加, 从而

p27 K i p1)和丝裂原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

参与肝细胞凋亡的调控过程, 而熊去氧胆酸

激酶(mitogen-activated/extracellular signal-

(ursodeoxycholic acid, UDCA)可作用于该通路

regulated kinase, MEK)/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调控细胞凋亡. 在原代大鼠肝细胞中, p53依赖

(extracel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 ERK)通路

的细胞凋亡, 部分通过miR-34a/SIRT1/p53途径

使细胞周期G1停滞, 从而抑制肝细胞凋亡. 另

及肝细胞凋亡有关. C a s t r o等

[43]

发挥作用, 而p53可正向调节miR-34a表达 .

外, Li等[49]研究发现, HCC细胞中, miRNA-183

2.2.3 Mmu-miR-615-3p通过抑制C/EBP同源

表达增加, m i R N A-183通过抑制程序性细胞

蛋白(C/EBP homologous protein, CHOP)调控

死亡因子4(programmed cell death 4, PDCD4)

脂肪细胞凋亡: Miyamoto等[44]使用棕榈酸酯

调控肝细胞凋亡. NAFLD发展到肝纤维化或

诱导内质网应激, 发现受试细胞系中有5种

H C C时m i R-21的表达增加, L i u等 [50] 研究发

miRNA(Mmu-miR-92b-3p、Mmu-miR-574-

现: 在H C C中, m i R-21通过调控第10号染色

5p、M m u-m i R-615-3p、M m u-m i R-484、

体同源丢失磷酸酶张力蛋白(phosphatase and

M m u-m i R-382-3p)表达降低. 通过观察使用

tensin homolog detected on chromosome ten,

miR-615-3p类似物及拮抗剂后的CHOP表达情

PTEN)、PDCD4及回复引导半胱氨酸丰富蛋

况, 猜测CHOP表达可能受miR-615-3p的负性

白Kazal基元(reversion inducing cysteine rich

调控. 而后该实验也证实, 小鼠及人类CHOP

protein with Kazal motifs, RECK)抑制肝细胞

3'UTR均有一个潜在的miR-615-3p结合位点,

凋亡, 参与HCC的发病. 虽然这些调控机制不

M m u-m i R-615-3p可与该位点结合负向调控

是在N A F L D模型中阐明, 但鉴于N A F L D和

CHOP表达. 所以NAFLD患者miR-615-3p表达

HCC存在共同表达的差异miRNA(表2), 提示

降低, 引起CHOP表达增加, 最终导致脂肪细胞

这些miRNA可能在NAFLD的发病及NAFLD

凋亡增加.

向HCC发展的过程中起作用, 其作用的靶位点

2.2.4 其他可能的调控机制: NASH进一步发

也有可能是一致的.

■应用要点

本综述主要阐述
miRNA调控肝
细胞及脂肪细胞
凋亡的机制, 小
结了2014年前国
内外发表的相关
文章, 对相关临
床医师和研究人
员有一定参考价
值, 为进一步阐
明NAFLD发病机
制、用分子学方
式干预NAFLD进
展提供理论依据.

展可导致肝纤维化或HCC. 研究表明, NAFLD
和H C C中均存在m i R N A-122表达的明显下
[45]

3 结论

发现: miRNA-122的过表达可抑

miRNA种类复杂, 广泛参与NAFLD中胰岛素

制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w(B-cell lymphoma/

抵抗、内质网损伤和细胞凋亡等过程, 是近

Leukemia-w, Bcl-w)、无翅有关的鼠乳腺肿

年来的研究热点. 但目前关于研究miRNA在

降, Lin等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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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受p 5 3 基 因 上 调
表达的凋亡调
控蛋白(PUMA):
p53 基因属于抑
癌基因, 可单独
或与其他蛋白协
同作用, 发挥促
细胞凋亡的作用;
B细胞淋巴瘤
基因-2(B cell
lymphoma 2,
Bcl-2 )基因: 属
于癌基因, 主要
抑制细胞凋亡.
puma 是p53的下
游靶向基因, 同
时也是Bcl-2家族
中编码BH3-only
蛋白的成员. 他
通过p53及Bcl-2
家族成员的进一
步作用发挥促细
胞凋亡作用.

表 2

NAFLD和HCC共同表达的差异miRNA

miRNA名称

变化趋势

HCC中调控细胞凋亡的机制

ｍｉＲ－１２２

↓

（＋）Ｂｃｌ－ｗ、ｗｎｔ－１

ｍｉＲ－２２１

↑

（－）Ｂｍｆ

ｍｉＲ－１８３

↑

（－）ＰＤＣＤ４

ｍｉＲ－２１

↑１

（－）ＰＴＥＮ、ＰＤＣＤ４、ＲＥＣＫ

↓表示减少， ↑表示增加； （＋）表示促进， （－）表示抑制． １ＮＡＦＬＤ中ｍｉＲ－２１表达减少， 在肝
纤维化、ＨＣＣ中表达增加． Ｂｃｌ－ｗ： Ｂ细胞淋巴瘤／白血病－ｗ； Ｂｍｆ： Ｂｃｌ－２蛋白修饰因子；
ｗｎｔ－１： 无翅有关的鼠乳腺肿瘤病毒整合位点１； ＰＤＣＤ４： 程序性细胞死亡因子４； ＰＴＥＮ：
第１０号染色体同源丢失磷酸酶张力蛋白； ＲＥＣＫ： 回复引导半胱氨酸丰富蛋白Ｋａｚａｌ基元；
ＮＡＦＬ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ＨＣＣ： 肝细胞癌．

NAFL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主要集中在miRNA
调控代谢综合症这方面, 而关于miRNA与细胞

7

凋亡关系的研究又主要集中在肿瘤方面, 所以
在NAFLD的背景下研究miRNA与细胞凋亡的
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虽然有研究表明, miRNA
参与NAFLD中肝细胞及脂肪细胞凋亡的调控,
但其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阐明. 随

8

着NAFLD中miRNA调控细胞凋亡研究的深入,
用分子学的方式干预NAFLD的发展, 将成为
NAFLD的诊断、治疗的新途径.
4

参考文献

1

Cohen JC, Horton JD, Hobbs HH. Human fatty
liver disease: old questions and new insights.
Science 2011; 332: 1519-1523 [PMID: 21700865
DOI: 10.1126/science.1204265]
Matteoni CA, Younossi ZM, Gramlich T, Boparai
N, Liu YC, McCullough AJ.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 spectrum of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severity. Gastroenterology 1999;
116: 1413-1419 [PMID: 10348825 DOI: 10.1016/
S0016-5085(99)70506-8]
Bedogni G, Miglioli L, Masutti F, Tiribelli C,
Marchesini G, Bellentani S. Prevalence of and risk
factors for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the
Dionysos nutrition and liver study. Hepatology
2005; 42: 44-52 [PMID: 15895401 DOI: 10.1002/
hep.20734]
Margariti E, Deutsch M, Manolakopoulos S,
Papatheodoridis GV.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may develop in individuals with normal
body mass index. Ann Gastroenterol 2012; 25: 45-51
[PMID: 24713801]
Fan JG, Farrell GC. Epidemiology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China. J Hepatol
2009; 50: 204-210 [PMID: 19014878 DOI: 10.1016/
j.jhep.2008.10.010]
Amarapurkar DN, Hashimoto E, Lesmana LA,
Sollano JD, Chen PJ, Goh KL. How common
is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are there local differences?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07; 22: 788-793 [PMID:

2

3

4

5

6

WCJD|www.wjgnet.com

9

2394

10

11
12

13

14

17565631 DOI: 10.1111/j.1440-1746.2007.05042.x]
Targher G, Bertolini L, Padovani R, Rodella S,
Tessari R, Zenari L, Day C, Arcaro G. Prevalence
of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mong
type 2 diabetic patients. Diabetes Care 2007;
30: 1212-1218 [PMID: 17277038 DOI: 10.2337/
dc06-2247]
Williamson RM, Price JF, Glancy S, Perry E, Nee
LD, Hayes PC, Frier BM, Van Look LA, Johnston
GI, Reynolds RM, Strachan MW. Prevalence
of and risk factors for hepatic steatosis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in people with
type 2 diabetes: the Edinburgh Type 2 Diabetes
Study. Diabetes Care 2011; 34: 1139-1144 [PMID:
21478462 DOI: 10.2337/dc10-2229]
Eckel RH, Grundy SM, Zimmet PZ. The metabolic
syndrome. Lancet 2005; 365: 1415-1428 [PMID:
15836891 DOI: 10.1016/S0140-6736(05)66378-7]
Alberti KG, Eckel RH, Grundy SM, Zimmet
PZ, Cleeman JI, Donato KA, Fruchart JC, James
WP, Loria CM, Smith SC. Harmonizing the
metabolic syndrome: a joint interim stat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Task
Force on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World Heart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Atherosclerosis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Obesity.
Circulation 2009; 120: 1640-1645 [PMID: 19805654
DOI: 10.1161/CIRCULATIONAHA.109.192644]
徐会， 王赫， 周福祥， 杨俊涛． 微RNA与非酒精性脂
肪性肝病．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14; 22: 472-474
Fernández-Hernando C, Ramírez CM, Goedeke
L, Suárez Y. MicroRNAs in metabolic disease.
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 2013; 33: 178-185
[PMID: 23325474 DOI: 10.1161/ATVBAHA.112.
300144]
Lee RC, Feinbaum RL, Ambros V. The C. elegans
heterochronic gene lin-4 encodes small RNAs
with antisense complementarity to lin-14. Cell
1993; 75: 843-854 [PMID: 8252621 DOI: 10.1016/00
92-8674(93)90529-Y]
Mathieu J, Ruohola-Baker H. Regulation of stem
cell populations by microRNAs. Adv Exp Med Biol
2013; 786: 329-351 [PMID: 23696365 DOI: 10.1007/
978-94-007-6621-1_18]

2015-05-28|Volume 23|Issue 15|

聂娇， 等．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ｍｉｃｒｏＲＮＡ调控细胞凋亡的机制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Sayed D, Abdellatif M. MicroRNAs in
development and disease. Physiol Rev 2011; 91:
827-887 [PMID: 21742789 DOI: 10.1152/physrev.
00006.2010]
Carthew RW, Sontheimer EJ. Origins and
Mechanisms of miRNAs and siRNAs. Cell 2009;
136: 642-655 [PMID: 19239886 DOI: 10.1016/
j.cell.2009.01.035]
Bartel DP. MicroRNAs: target recognition and
regulatory functions. Cell 2009; 136: 215-233
[PMID: 19167326 DOI: 10.1016/j.cell.2009.01.002]
Abu-Shanab A, Quigley EM. The role of the gut
microbiota i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0; 7: 691-701 [PMID:
21045794 DOI: 10.1038/nrgastro.2010.172]
Altemeier WA, Zhu X, Berrington WR, Harlan
JM, Liles WC. Fas (CD95) induces macrophage
proinflammatory chemokine production via
a MyD88-dependent, caspase-independent
pathway. J Leukoc Biol 2007; 82: 721-728 [PMID:
17576821 DOI: 10.1189/jlb.1006652]
Elliott MR, Chekeni FB, Trampont PC, Lazarowski
ER, Kadl A, Walk SF, Park D, Woodson RI,
Ostankovich M, Sharma P, Lysiak JJ, Harden
TK, Leitinger N, Ravichandran KS. Nucleotides
released by apoptotic cells act as a find-me signal
to promote phagocytic clearance. Nature 2009;
461: 282-286 [PMID: 19741708 DOI: 10.1038/
nature08296]
Kahraman A, Bronk SF, Cazanave S, Werneburg
NW, Mott JL, Contreras PC, Gores GJ.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hibitor, CTS-1027, attenuates
liver injury and fibrosis in the bile duct-ligated
mouse. Hepatol Res 2009; 39: 805-813 [PMID:
19624765 DOI: 10.1111/j.1872-034X.2009.00541.x]
Ogawa W, Kasuga M. Cell signaling. Fat stress
and liver resistance. Science 2008; 322: 1483-1484
[PMID: 19056968 DOI: 10.1126/science.1167571]
Lomonaco R, Ortiz-Lopez C, Orsak B, Webb
A, Hardies J, Darland C, Finch J, Gastaldelli A,
Harrison S, Tio F, Cusi K. Effect of adipose tissue
insulin resistance on metabolic parameters and
liver histology in obese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Hepatology 2012; 55: 1389-1397
[PMID: 22183689 DOI: 10.1002/hep.25539]
Machado MV, Ferreira DM, Castro RE, Silvestre
AR, Evangelista T, Coutinho J, Carepa F, Costa A,
Rodrigues CM, Cortez-Pinto H. Liver and muscle
in morbid obesity: the interplay of fatty liver and
insulin resistance. PLoS One 2012; 7: e31738 [PMID:
22359625 DOI: 10.1371/journal.pone.0031738]
Alkhouri N, Gornicka A, Berk MP, Thapaliya S,
Dixon LJ, Kashyap S, Schauer PR, Feldstein AE.
Adipocyte apoptosis, a link between obesity,
insulin resistance, and hepatic steatosis. J Biol
Chem 2010; 285: 3428-3438 [PMID: 19940134 DOI:
10.1074/jbc.M109.074252]
Wueest S, Rapold RA, Schumann DM, Rytka
JM, Schildknecht A, Nov O, Chervonsky AV,
Rudich A, Schoenle EJ, Donath MY, Konrad D.
Deletion of Fas in adipocytes relieves adipose
tissue inflammation and hepatic manifestations
of obesity in mice. J Clin Invest 2010; 120: 191-202
[PMID: 19955656 DOI: 10.1172/JCI38388]
Cheung O, Puri P, Eicken C, Contos MJ, Mirshahi

WCJD|www.wjgnet.com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F, Maher JW, Kellum JM, Min H, Luketic VA,
Sanyal AJ.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is
associated with altered hepatic MicroRNA
expression. Hepatology 2008; 48: 1810-1820 [PMID:
19030170 DOI: 10.1002/hep.22569]
Li S, Chen X, Zhang H, Liang X, Xiang Y, Yu C,
Zen K, Li Y, Zhang CY.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microRNAs in mouse liver under aberrant energy
metabolic status. J Lipid Res 2009; 50: 1756-1765
[PMID: 19372595 DOI: 10.1194/jlr.M800509JLR200]
Dolganiuc A, Petrasek J, Kodys K, Catalano D,
Mandrekar P, Velayudham A, Szabo G. MicroRNA
expression profile in Lieber-DeCarli diet-induced
alcoholic and methionine choline deficient dietinduced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models in
mice. Alcohol Clin Exp Res 2009; 33: 1704-1710
[PMID: 19572984 DOI: 10.1111/j.1530-0277.2009.
01007.x]
Pogribny IP, Starlard-Davenport A, Tryndyak
VP, Han T, Ross SA, Rusyn I, Beland FA.
Difference in expression of hepatic microRNAs
miR-29c, miR-34a, miR-155, and miR-200b is
associated with strain-specific susceptibility to
dietary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in mice. Lab
Invest 2010; 90: 1437-1446 [PMID: 20548288 DOI:
10.1038/labinvest.2010.113]
Wang B, Hsu SH, Majumder S, Kutay H, Huang
W, Jacob ST, Ghoshal K. TGFbeta-mediated
upregulation of hepatic miR-181b promotes
hepatocarcinogenesis by targeting TIMP3.
Oncogene 2010; 29: 1787-1797 [PMID: 20023698
DOI: 10.1038/onc.2009.468]
Alisi A, Da Sacco L, Bruscalupi G, Piemonte
F, Panera N, De Vito R, Leoni S, Bottazzo GF,
Masotti A, Nobili V. Mirnome analysis reveals
novel molecular determinant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diet-induce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Lab Invest 2011; 91: 283-293 [PMID: 20956972 DOI:
10.1038/labinvest.2010.166]
Feng YY, Xu XQ, Ji CB, Shi CM, Guo XR, Fu
JF. Aberrant hepatic microRNA expression i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Cell Physiol
Biochem 2014; 34: 1983-1997 [PMID: 25562147 DOI:
10.1159/000366394]
Celikbilek M, Baskol M, Taheri S, Deniz K, Dogan
S, Zararsiz G, Gursoy S, Guven K, Ozbakır O,
Dundar M, Yucesoy M. Circulating microRNAs
in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World J Hepatol 2014; 6: 613-620 [PMID: 25232454
DOI: 10.4254/wjh.v6.i8.613]
Jabbour AM, Heraud JE, Daunt CP, Kaufmann
T, Sandow J, O'Reilly LA, Callus BA, Lopez A,
Strasser A, Vaux DL, Ekert PG. Puma indirectly
activates Bax to cause apoptosis in the absence
of Bid or Bim. Cell Death Differ 2009; 16: 555-563
[PMID: 19079139 DOI: 10.1038/cdd.2008.179]
Cazanave SC, Mott JL, Elmi NA, Bronk SF,
Werneburg NW, Akazawa Y, Kahraman A,
Garrison SP, Zambetti GP, Charlton MR,
Gores GJ. JNK1-dependent PUMA expression
contributes to hepatocyte lipoapoptosis. J Biol
Chem 2009; 284: 26591-26602 [PMID: 19638343
DOI: 10.1074/jbc.M109.022491]
Estep M, Armistead D, Hossain N, Elarainy H,

2395

■同行评价

m i R N A s 在
NAFLD发病时
的作用及机制已
有不少研究, 但
有关综述尚不多,
国内外仅个别报
道. NAFLD时,
miRNAs调控相
关细胞凋亡的内
容尚未见有综述.
该综述小结了
2014年前国内外
发表的相关文章,
对相关临床医师
和研究人员有一
定参考价值.

2015-05-28|Volume 23|Issue 15|

聂娇， 等．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ｍｉｃｒｏＲＮＡ调控细胞凋亡的机制

38

39

40

41

42

43

Goodman Z, Baranova A, Chandhoke V, Younossi
ZM.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miRNAs in the
visceral adipose tissue of patients with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10; 32: 487-497 [PMID: 20497147 DOI: 10.1111/
j.1365-2036.2010.04366.x]
Cazanave SC, Mott JL, Elmi NA, Bronk SF,
Masuoka HC, Charlton MR, Gores GJ. A role for
miR-296 in the regulation of lipoapoptosis by
targeting PUMA. J Lipid Res 2011; 52: 1517-1525
[PMID: 21633093 DOI: 10.1194/jlr.M014654]
Kim H, Tu HC, Ren D, Takeuchi O, Jeffers JR,
Zambetti GP, Hsieh JJ, Cheng EH. Stepwise
activation of BAX and BAK by tBID, BIM, and
PUMA initiates mitochondrial apoptosis. Mol Cell
2009; 36: 487-499 [PMID: 19917256 DOI: 10.1016/
j.molcel.2009.09.030]
Zhang CZ, Zhang JX, Zhang AL, Shi ZD, Han L, Jia
ZF, Yang WD, Wang GX, Jiang T, You YP, Pu PY,
Cheng JQ, Kang CS. MiR-221 and miR-222 target
PUMA to induce cell survival in glioblastoma.
Mol Cancer 2010; 9: 229 [PMID: 20813046 DOI:
10.1186/1476-4598-9-229]
Veronese A, Lupini L, Consiglio J, Visone R,
Ferracin M, Fornari F, Zanesi N, Alder H, D'Elia
G, Gramantieri L, Bolondi L, Lanza G, Querzoli
P, Angioni A, Croce CM, Negrini M. Oncogenic
role of miR-483-3p at the IGF2/483 locus. Cancer
Res 2010; 70: 3140-3149 [PMID: 20388800 DOI:
10.1158/0008-5472.CAN-09-4456]
Castro RE, Ferreira DM, Afonso MB, Borralho
PM, Machado MV, Cortez-Pinto H, Rodrigues
CM. miR-34a/SIRT1/p53 is suppressed by
ursodeoxycholic acid in the rat liver and activated
by disease severity in human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J Hepatol 2013; 58: 119-125 [PMID:
22902550 DOI: 10.1016/j.jhep.2012.08.008]
Chang TC, Wentzel EA, Kent OA, Ramachandran
K, Mullendore M, Lee KH, Feldmann G,
Yamakuchi M, Ferlito M, Lowenstein CJ,
Arking DE, Beer MA, Maitra A, Mendell JT.
Transactivation of miR-34a by p53 broadly
influences gene expression and promotes

44

45

46

47

48

49

50

apoptosis. Mol Cell 2007; 26: 745-752 [PMID:
17540599 DOI: 10.1016/j.molcel.2007.05.010]
Miyamoto Y, Mauer AS, Kumar S, Mott JL, Malhi
H. Mmu-miR-615-3p regulates lipoapoptosis by
inhibiting C/EBP homologous protein. PLoS One
2014; 9: e109637 [PMID: 25314137 DOI: 10.1371/
journal.pone.0109637]
Lin CJ, Gong HY, Tseng HC, Wang WL, Wu JL.
miR-122 targets an anti-apoptotic gene, Bcl-w,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 lines.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008; 375: 315-320
[PMID: 18692484 DOI: 10.1016/j.bbrc.2008.07.154]
Ma L, Liu J, Shen J, Liu L, Wu J, Li W, Luo J,
Chen Q, Qian C. Expression of miR-122 mediated
by adenoviral vector induces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arrest of cancer cells. Cancer Biol Ther
2010; 9: 554-561 [PMID: 20150764 DOI: 10.4161/
cbt.9.7.11267]
Gramantieri L, Fornari F, Ferracin M, Veronese
A, Sabbioni S, Calin GA, Grazi GL, Croce CM,
Bolondi L, Negrini M. MicroRNA-221 targets
Bmf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nd correlates
with tumor multifocality. Clin Cancer Res 2009; 15:
5073-5081 [PMID: 19671867 DOI: 10.1158/1078-0432.
CCR-09-0092]
Dai R, Li J, Liu Y, Yan D, Chen S, Duan C, Liu X,
He T, Li H. miR-221/222 suppression protects
against endoplasmic reticulum stress-induced
apoptosis via p27(Kip1)- and MEK/ERKmediated cell cycle regulation. Biol Chem 2010;
391: 791-801 [PMID: 20624000 DOI: 10.1515/BC.
2010.072]
Li J, Fu H, Xu C, Tie Y, Xing R, Zhu J, Qin Y,
Sun Z, Zheng X. miR-183 inhibits TGF-beta1induced apoptosis by downregulation of PDCD4
expression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cells. BMC Cancer 2010; 10: 354 [PMID: 20602797
DOI: 10.1186/1471-2407-10-354]
Liu C, Yu J, Yu S, Lavker RM, Cai L, Liu W, Yang K,
He X, Chen S. MicroRNA-21 acts as an oncomir
through multiple targets in huma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J Hepatol 2010; 53: 98-107 [PMID:
20447717 DOI: 10.1016/j.jhep.2010.02.021]

编辑:韦元涛 电编:都珍珍

WCJD|www.wjgnet.com

2396

2015-05-28|Volume 23|Issue 15|

®

在线投稿: http://www.baishideng.com/wcjd/ch/index.aspx
帮助平台: http://www.wjgnet.com/esps/helpdesk.aspx
DOI: 10.11569/wcjd.v23.i15.2397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5年5月28日; 23(15): 2397-2403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文献综述 REVIEW

Kupffer细胞在乙型/丙型病毒性肝炎中的作用
罗玉政， 李铁军
罗玉政， 李铁军，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普外科 重庆市
４００７００
罗玉政， 副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消化疾病肿瘤的研究．
作者贡献分布： 罗玉政综述； 李铁军审校．
通讯作者： 李铁军， 副主任医师， ４００７００， 重庆市北碚区嘉陵
村６９号，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普外科． ｃｑｌｔｊ０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电话： ０２３－６８８６５６０５
传真： ０２３－６８８６５９０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２－１０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０３－３０
接受日期： ２０１５－０４－０２ 在线出版日期： ２０１５－０５－２８

Role of Kupffer cells in
hepatitis B/C viral hepatitis
Yu-Zheng Luo, Tie-Jun Li
Yu-Zheng Luo, Tie-Jun Li,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the Ninth People's Hospital of Chongqing, Chongqing
400700,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Tie-Jun Li, Associate Chief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the Ninth People's Hospital
of Chongqing, 69 Jialing Village, Beibei District, Chongqing
400700, China. cqltj001@163.com
Received: 2015-02-10 Revised: 2015-03-30
Accepted: 2015-04-02 Published online: 2015-05-28

Abstract

Kupffer cells (KCs) are the largest group of tissue
macrophages. KCs in the hepatic sinusoid contact
with pathogens from circulation earliest. The
quantity of KCs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in patients
with viral hepatitis, suggesting that KC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viral hepatitis related immunity.
KCs can not only engulf virus particles, but
also present antigens, secrete cytokines, and
participate in a variety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s,
immune tolerance and liver injury. In hepatitis B
virus (HBV)/hepatitis C virus (HCV) infections,
the diversity of KCs-related cytokines, the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s of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s as well as the duality of cytotoxic effect,

WCJD|www.wjgnet.com

indicate that KCs play a dual role in the immune
response; the activation of KCs regulates the
balance of inflammatory and anti-inflammatory
mechanisms in viral hepatitis.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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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Kupffer细胞(Kupffer cells, KCs)是体内最大
的组织巨噬细胞群, 是肝脏固有免疫的重要
功能细胞, 其在肝血窦中, 最早接触循环病
原体. KCs在病毒性肝炎患者肝脏中数量明
显增高, 提示其在相关免疫中起到重要作用.
KCs不仅能够吞噬病毒颗粒清除病原体, 还
能够提呈抗原、分泌细胞因子等, 参与多种
炎症反应、免疫耐受以及对肝细胞的损害
反应.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
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感染中
KCs相关的细胞因子的多样性、受体信号通
路互相作用的复杂性以及细胞毒性作用的
双重性等, 决定KCs在免疫反应中扮演着双
重角色, 调节着病毒感染性肝炎中炎症和抗
炎的平衡.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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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Kupffer细胞
( K u p ff e r c e l l s ,
KCs)是机体最大
的单核巨噬细胞
群. 他位于肝血
窦内, 最早接触
循环病原体, 是
炎症因子的主要
来源, 主要介导
固有免疫反应,
在病毒慢性感染
的相关免疫以及
肝脏损伤的过程
中扮演重要角色.

■同行评议者

张明辉, 教授, 主
任医师, 河北省唐
山市人民医院感
染性疾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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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B virus,
HBV)/丙型肝炎
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可以
被KCs清除, 也
可影响KCs的免
疫状态, 逃避自
身被清除和杀
伤, 其逃避机制
主要有: (1)干扰
K C s 细 胞 内 To l 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信号
通路的激活, 减
少抗病毒细胞
因子的产生和
释放, 增加免疫
耐受细胞因子
的分泌; (2)诱导
KCs高表达程序
性死亡蛋白配
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
PD-L1)、人凋亡
相关因子配体
(Fas-ligand)、吲哚
胺2,3-二氧化酶
(indoleamine-2,3dioxygenase)等
配体分子, 促进T
淋巴细胞调亡.

白(heparan sulfate proteoglycan, HSPG)以及

耐受
核心提示： Kupffer细胞(Kupffer cells)调节乙型
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C virus)感染时炎症和抗炎的平衡. 白
介素-1β是关键炎症因子, 其产生依赖于N O D
样受体家族pyrin域3(NOD-li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 containing 3, NLRP3)炎性小体激
活; HBV通过Rac1通路激活NLRP3炎性小体,
TIM-4抑制其活化. 探索调控NLRP3炎性小体的
激活机制将有助于治疗病毒感染引起的肝损伤
以及纤维化.
罗玉政， 李铁军． Ｋ ｕ ｐ ｆ ｆ ｅ ｒ细胞在乙型／丙型病毒性肝炎中的
作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３９７－２４０３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397.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397

树突状细胞特异性细胞黏附分子-3-结合非整
合素分子(dendritic cells-specific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3-grabbing nonintegrin, DCSIGN)等[9,10]. 其中TLRs在早期HBV感染的宿
主的防御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11].
虽然尚未发现TLR有直接的抗病毒作用,
但研究 [6,12]表明TLR2、TLR3、TLR4的激活
均可使K C s产生抗病毒因子并参与机体抗病
毒免疫[13,14]. CD14+ KCs和单核细胞分化的巨
噬细胞可通过TLR2识别HCV核心和NS3, 并
产生促炎因子白介素1β(interleukin 1β, IL1β)、IL-6、干扰素β(interferon β, IFN-β)以
及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抑制HCV病毒复制[15]. TLR3通过与其配体结
合后激活KCs, 产生IFN-β, 发挥抗病毒效应.
K C s还可通过T L R4识别N S3, 并将信号传导

0 引言
Kupffer细胞(Kupffer cells, KCs)是体内最大的
组织巨噬细胞群, 是肝脏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
功能细胞[1,2]. KCs位于肝血窦内, 最早接触循环
中的病原体, 在肝细胞被感染之前就被激活[3,4].
目前, 关于KCs在病毒性肝炎中作用的研究主
要局限于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
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 HCV)感染.
在HBV和HCV慢性感染患者肝脏中, KCs数量

入胞内, 激活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 N F-κ B)并促进肿瘤坏死因子α(t u m o 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的释放[16,17]. Hösel
等[18]指出HBV颗粒和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HBsAg)通过激活
N F-κ B诱导K C s产生I L-1β、I L-6, 趋化因子
8(CXC chemokine ligand 8, CXCL8)和TNF,
随后HBV在肝细胞中的复制被IL-6和TNF所

明显高于健康人, 且主要集中于汇管区; 其中,

抑制, 其中T N F主要通过非细胞损伤的形式

免疫活跃期患者肝脏KCs较免疫抑制期的多,

抑制HBV复制.

并以炎症和坏死病灶周围为多[5,6]. 这提示KCs

K C s除了直接识别病毒抗原并释放细胞

在病毒慢性感染的相关免疫中起到重要作用.

因子外, 还可以在肝脏中募集和激活其他免

KCs不仅能够吞噬病毒颗粒清除病原体, 还能

疫细胞, 间接影响免疫反应, 这使肝脏实质细

够提呈抗原、分泌细胞因子等, 参与多种炎症

胞、定植免疫细胞和浸润细胞间的互相作用

反应、免疫耐受以及对肝细胞的损害反应, 在

更为复杂[19]. KCs产生的CXCL8在感染早期吸

免疫反应中扮演着双重角色[7,8]. 本文将对KCs

引NK细胞和NKT细胞, 并将之激活, 激活后的

在HBV/HCV病毒感染性肝炎中的作用以及相

上述两种细胞产生细胞因子TNF、IFN-γ等以

关分子机制作一综述.

及发挥细胞毒性作用, 直接杀伤受感染的肝细

1 KCs对HBV/HCV的抑制作用

素将树突状细胞募集到肝脏, 增强其抗原提呈

K C s位于肝血窦内, 最早接触循环中的病原

能力, 并促进病毒特异性的T细胞反应. 小鼠

体, 在肝细胞被感染之前就被激活. 肝炎病毒

的KCs可直接将抗原呈递给CD4+和CD8+ T细

表面抗原复杂的蛋白结构有利于被K C s识别

胞, 诱导这些细胞的增殖并产生IFN-γ[20]. 在慢

和吞噬, 摄取病毒后的K C s即可启动一系列

性乙型肝炎患者肝组织内发现高表达CD40、

效应清除病毒或抑制其复制. KCs主要通过细

C D80和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m a j o r

胞表面的结构识别受体来识别病毒抗原, 如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Ⅱ, MHC Ⅱ)分子标

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s, TLRs)、CD14

记的巨噬细胞提示KCs在抗原提呈方面可能发

依赖受体、甘露糖受体、硫酸乙酰肝素糖蛋

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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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 间接抑制病毒的复制[18]. KCs通过C型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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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关于K C s在体内和体外与H B V和

胞因子的产生, 而且还增加免疫耐受因子的
[30,31]

. 研究

[32,33]

HCV直接相互作用的机制还不完全清楚. 巨噬

分泌, 形成肝内的耐受环境

细胞能够在体外和HBV及HCV病毒相关蛋白

现, 与健康人群相比较, 慢性HBV/HCV患者

[21,22]

发

.然

血清IL-10水平显著增高; HCV和HBV核心蛋

而, 这些受体激活后发挥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

白可诱导K C s产生I L-10, 进而抑制肝细胞产

研究. 有研究报道, KCs通过抑制病毒复制来控

生抗病毒因子; 持续炎症状态下, KCs可激活

制HBV和HCV的感染, 但是其发挥作用的方式

活性被抑制的Treg细胞, 两者的互相作用促进

既不是通过产生细胞因子来诱导病毒特异性

IL-10的产生; IL-10可下调MHC Ⅱ和共刺激

的炎症反应, 也不是通过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

分子, 抑制KCs-NK细胞间作用, 削减其抗原

来达到抗病毒效应. 因此, 需要更进一步研究

呈递功能[34,35]. 在感染HBV的小鼠模型中, KCs

来阐释KCs在调节肝内免疫中的作用及相关分

和IL-10与外周HBsAg疫苗建立的抗原特异型

子基础.

免疫耐受有关[36]. 此外, HBV使小鼠KCs产生

结合, 激活细胞表面受体或者胞内受体

■相关报道

Chen等发现功能
衰竭的T淋巴细
胞高表达PD-1,
注射PD-L1抗体
后, T淋巴细胞数
量、功能明显改
善. KCs高表达
PD-L1与T淋巴细
胞PD-1结合, 抑
制T细胞增殖、
导致其功能衰竭,
是HBV免疫耐受
的重要分子机制.

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
2 KCs在HBV/HCV病毒感染免疫逃避中的作用

T G F-β)增多, 而其主要作用是维持细胞对自

一方面, KCs通过分泌细胞因子、与其他免疫

身抗原的免疫耐受[37].

细胞相互作用来清除病毒或抑制其复制; 另一

程序性死亡-1分子(programmed death,

方面, 病毒可以反过来影响KCs的免疫状态, 逃

PD-1)是免疫系统的一种负性调节分子, 主要

避其对自身的清除和杀伤作用[23,24]. 目前的研

表达于激活的T细胞, 其配体分子有两种即

究显示, HBV/HCV病毒逃避机体免疫的主要机

P D-L1和P D-L2. 在肝脏内, 窦状内皮细胞及

制有: (1)干扰KCs细胞内TLRs信号通路的激活,

K C s均表达P D-L1. 研究 [31,38]显示, 慢性病毒

减少抗病毒细胞因子的产生和释放, 增加免疫

性肝炎患者P D-L1、P D-L2和P D-1水平高于

耐受细胞因子的分泌[25]; (2)诱导KCs高表达程

健康人, 且与肝脏炎症程度有关. 与急性感

序性死亡蛋白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

染患者相比, HBV慢性感染患者体内CD4+和

P D-L1)、人凋亡相关因子配体(F a s-l i g a n d,

C D8 + T细胞的免疫应答水平显著减弱, 其体

FasL)、吲哚胺2,3-二氧化酶(indoleamine-2,3-

内T淋巴细胞不仅数量大大减少, 而且功能上

dioxygenase, IDO)等配体分子, 促进T淋巴细胞

有很大程度的衰减. 进一步研究[38]发现, 功能

调亡[26,27].

衰竭的T淋巴细胞高表达PD-1, 注射PD-L1抗
[28]

发现, 乙型肝炎e抗原(hepatitis B

体后, T淋巴细胞无论是数量还是功能上都有

e a n t i g e n, H B e A g)阳性的H B V感染患者体

明显改善, 抗病毒效应得到明显. 因此, K C s

内KCs和外周血单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高表达P D-L1与T淋巴细胞P D-1结合, 抑制T

m o n o u c l e a r c e l l s, P B M C)表达的T L R2较

细胞增殖、导致其功能衰竭以及抗病毒细胞

H B e A g阴性的患者和健康人低, 这可能与

因子产生减少, 是H B V感染逃过宿主免疫系

HBeAg抑制TLR2通路有关. 另外, 将人的单

统的监视并形成慢性感染而发展为免疫耐受

核细胞与H B e A g或H B s A g孵育, 可以抑制

的重要分子机制. 最近研究[39]发现, 半乳凝素

T L R2介导的p38和J N K-M A P K磷酸化以及

9(galectin-9)可能与PD-L1有相似的作用, 在

IL-6、TNF和IL-12的产生. 用HBV处理KCs

慢性HCV患者血清中其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正

后, HBsAg、HBeAg以及病毒颗粒几乎可以

常人群, 但其具体作用机制还不清楚, 值得进

完全抑制其TLR介导的抗病毒活性, IFN-β、

一步深入研究.

研究

人干扰素调节因子3(i n t e r f e r o n r e g u l a t o r y

I D O是一种特异性地表达于巨噬细胞或

factor 3, IRF3)、NF-κB和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树突状细胞的催化色氨酸分解代谢的限速酶,

1/2(extracellular regulated kinase 1/2, ERK1/2)

可导致微环境中色氨酸耗竭, 使细胞处于一种

的表达显著减少. HBV患者KCs表达的TLR3

“色氨酸饥饿”状态, 处于迅速分裂期的细

也较健康人低, 而用恩替卡韦或I F N进行抗

胞或病原微生物尤为敏感. IDO不但“剥夺”

病毒治疗可回复TLR3的表达, 但具体机制不

病原微生物的色氨酸, 同时也“剥夺”T淋巴

清

[29]

. HBV/HCV病毒不但可以减少抗病毒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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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KCs在HBV/HCV
急慢性感染中扮
演着双重角色,
一方面其激活能
有效地抑制HBV
病毒复; 另一方
面, 造成肝细胞
损伤和纤维化.
KCs调节着炎症
和抗炎的平衡,
如何合理调控
KCs细胞的免疫
状态, 增强其正
面效应而减少其
负面效应将为病
毒性肝炎的治疗
提供新的思路.

感染方面IDO是一把双刃剑. 在HBV/HCV病

肝纤维化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通过

毒感染急性期, 淋巴细胞聚集释放IFN-γ, 诱导

释放各种促纤维化因子诱导肝星状细胞的激

IDO表达, 对病毒复制产生非特异性抑制作用;

活, 如ROS、IL-6、TNF、血小板源性生长因

但当HBV/HCV慢性感染或活跃复制时, IDO

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 PDGF)以及

过度表达, 在色氨酸缺乏的条件下, 活化的T

TGF-β. 除此之外, KCs还产生多种酶类破坏

细胞停滞在G1中期, 且变得更易于凋亡, 其细

细胞外基质, 如胶原酶以及金属蛋白酶, 同时

胞活化受到抑制, 使机体对H B V感染产生免

调节其他细胞产生细胞因子, 导致细胞稳态

疫耐受

[40]

.

的破坏和细胞外基质的沉积. 另外, 研究证实

Fas/FasL系统是介导细胞凋亡的重要途径

IL-1β是重要的促纤维化因子之一, 其在肝脏

之一, HBV感染可导致机体Fas/FasL系统的表

中的主要来源是KCs. KCs受HBV和HCV刺激

达及分布异常, 从而出现细胞凋亡的异常, 最

后均可释放IL-1β和IL-18, 且免疫荧光发现慢

终致肝组织损害和感染慢性化. HBV病毒感染

性病毒性肝炎患者肝脏内I L-1β和C D68共表

可诱导KCs细胞FasL表达增强, 一方面FasL与

达, 同时血浆中的IL-1β也较健康人升高 [12,48].

肝细胞表面Fas结合后, 导致大量被感染的肝

IL-1β的产生主要依赖于TLRs信号的激活, 而

细胞凋亡, 同时病毒被清除; 另一方面, 肝组织

其成熟和释放依赖于N O D样受体家族p y r i n

内淋巴细胞也要表达Fas, 与KCs的FasL结合

域3(NOD-like receptor family pyrin domain

后, 导致淋巴细胞大量凋亡, 抗病毒因子产生

containing 3, NLRP3)炎性小体的激活, 并需

减少, 最终引起HBV的清除障碍, 造成外周免

要Caspase1; HBV通过Ras相关性C3肉毒杆

[41]

疫耐受 .

菌毒素底物(Ras-related C3 botulinum toxin
substrate 1, Rac1)通路激活NLRP3炎性小体, T

3 KCs在病毒性肝炎相关肝损伤中的作用

细胞免疫球蛋白功能区和黏蛋白功能区分子

K C s的激活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他们通过

4(T-cell immunoglobulin-domain and mucin-

释放抗病毒因子清除病毒; 另一方面他们产

domain-containing molecule-4, TIM-4)抑制

生多种促炎因子对肝细胞造成损伤. 病毒性

NLRP3炎性小体的活化[49,50]. 因此, 如何调控

肝炎相关肝损伤主要包括肝细胞本身的损伤

NLRP3炎性小体的激活, 探索其内在的分子机

和肝纤维化. 急性期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细胞

制将有助于治疗病毒感染引起的肝损伤以及

损伤主要与K C s释放的细胞因子和促炎因子

纤维化.

有关

[42,43]

. 近年研究

[44]

发现KCs产生的TNF的

一个新作用, 他可以通过激活连接蛋白和增

4 结论

加H C V受体C D81增加肝癌细胞对H C V的通

KCs作为肝脏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透性, 进而间接促进HCV感染. 另外, KCs可

在H BV/H CV急慢性感染中扮演着双重角色,

表达肿瘤坏死因子相关凋亡诱导配体(t u m o r

一方面其激活能有效地抑制HBV病毒复; 另一

necrosis factor 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方面, 造成肝细胞损伤和纤维化. KCs调节着炎

ligand, TRAIL)、颗粒酶B、穿孔素和活性氧

症和抗炎的平衡, 如何调控KCs细胞的免疫状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等细胞毒性分

态, 增强其正面效应而减少其负面效应将是未

子, 促进感染肝细胞的溶解

[45]

. KCs一旦开始

通过这种非特异性方式溶解肝细胞, 就不局

来研究的方向, 也将为病毒性肝炎的治疗提供
新的思路.

限于感染了的肝细胞, 这样KCs的细胞毒性就
对器官造成的更大的损伤. 慢性H B V感染的
肝细胞损伤可能与KCs表达FasL增加有关, 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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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REVIEW

肝硬化患者营养不良评估的新进展
张运芝， 罗 玲， 袁春兰， 张大志， 杨振松
■背景资料

肝硬化患者常伴
有蛋白质-能量营
养不良, 与患者的
预后和肝移植术
后并发症密切相
关, 对肝硬化患者
进行精准的营养
不良评估具有重
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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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ver cirrhosis is the terminal stage of chronic
hepatitis, often accompanied by protein-

WCJD|www.wjgnet.com

caloric malnutrition (PCM). Many factors may
be at play causing an individual with liver
cirrhosis to develop malnutrition. Malnutrition
is regarded as the important prognostic factor
of cirrhosis and is the contraindication to liver
transplantation. However, in clinical practice,
physicians and nurses often do not detect the
presence of malnutrition fully in the population
with cirrhosis, nor do they realize its damaging
consequences. As a consequence, malnutrition
is often overlooked. Given all these, this
review focuses on several aspects of nutritional
assess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latest research
reports, aiming at having a comprehensive
and up-to-date understanding concerning
malnutrition in cirrhosis, as well as giving
medical providers instructions to perform a
clinical nutritional assessment more perf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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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肝硬化是慢性肝炎的终末阶段, 常常伴有
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是多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被认为是影响患者预后
的重要因素, 是肝移植的禁忌症. 然而在临
床实践中, 医生和护士对营养不良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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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位, 对其危害认识不到位, 患者的营养
不良常常被漏诊. 鉴此, 本文将从肝硬化营
养不良的评估内容及评价等方面, 查阅国
内外近年来最新研究报告作一综述, 旨在
对肝硬化营养不良有一个全面和最新的认
识, 以更好地指导医疗人员临床营养评估
及评价.

结果, 包括经口进食减少、吸收不良、肝功
能不全、胃肠功能不全、能量消耗增加、代
谢紊乱、医源性因素、微量元素缺乏等 [21-29].
在临床实践中, 肝硬化患者的营养问题常常
也并未引起医护人员的重视. 因此, 对肝硬化
患者进行精准的营养不良评估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1 病史采集和调查膳食史
关键词： 肝硬化； 营养不良； 营养评估
核心提示： 生物电阻抗与Child-Pugh分级有着很
好的相关性, 特别是可以用相位角(phase angle)
对肝硬化患者的营养状况进行分类, 并与患者
的年龄、人体测量学指标、生存率及主观全面
评价法等方面结合进一步分析营养不良的相关
因素.

肝硬化患者营养评估的第一步是评估当前的
饮食摄入情况与搜集患者过去和现在营养实

■研发前沿

对于肝硬化患者
营养不良评估的
方法有很多, 但
是一直缺乏统一
的标准, 导致医
生和护士对营养
不良认识不足、
评估不到位, 患
者的营养不良常
常被漏诊. 如何
选择恰当的评估
方法及提高评定
结果的精确性是
目前研究者们争
议的焦点.

践相关的信息, 如患者有无营养摄入或消化障
碍相关的疾病症状体征, 以及用药史、饮食限
制、饮食嗜好、食物过敏、社会经济状况、
种族或宗教等因素对患者营养摄入的影响[2,23].
酒精性肝硬化的营养不良程度要比其他类型
肝硬化营养不良的程度更严重[30], 因此, 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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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者还需详细评估患者的饮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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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床检查
临床检查是营养状态全面评价的一部分. 观察
患者头发、脸色、口唇、皮肤、指甲、肌肉

0 引言

等一般情况, 并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 判断营

肝硬化是慢性肝炎的终末阶段, 常伴有蛋白

养缺乏症和营养不良的程度. 但是临床检查的

质-能量营养不良 [1,2]; 其发生率取决于肝功能

结果, 还需结合患者的人体测量、饮食评估或

不全的严重程度和所使用的营养评估工具[3,4],

生化检查情况来确定, 才能作为营养评估的有

为25%-100%[5]. 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的程度

效方法.

与疾病的进展、严重程度、并发症和肌力下
降有关, 严重影响肝硬化患者的临床预后、

3 人体测量

发病率和死亡率, 使患并发症的风险显著增

客观测量被认为是评估营养状态比较可信

. 如肝硬化患者对葡萄糖耐受不良, 易

且精确的方法 [31]. 体质指数是反映蛋白质-能

出现胰岛素抵抗、糖耐量减低, 甚至有发展

量营养不良和肥胖症的可靠指标, 但易受水

高

[6-11]

. 营养不良也可导致肌

肿、腹水的影响. 当肝硬化患者出现水肿、

, 影响肝移植术后患者的发病率

腹水时, 体质量不减反增, 掩盖了化学物质及

.

细胞内物质的丢失; 而水肿、腹水患者使用

成为糖尿病的危险
肉减少症
和死亡率

[13]

[14]

[12]

患者的营养状态与肝脏储备功能C h i l d-

利尿剂时, 则造成体质量丧失的假象

[32]

. 故有

Pugh分级相关[15]. 研究[16]表明, 只要肝脏处于

研究者认为体质指数不适合用于肝硬化患者

失代偿期, 患者均有可能发生营养不良; 即使

的营养评估或筛查 [33] . 三角肌皮褶厚度和肌

Child-Pugh分级为A级[16,17]或疾病处于早期[11]

肉面积, 分别评估的是脂肪储存和骨骼肌质

的患者也会出现; 腹水越严重、Child-Pugh得

量 [8]; 上臂肌围与血清白蛋白水平相关, 间接

分越高, 其营养不良的程度则更为严重[18]. 在

反映体内蛋白质储存水平. 握力是可信度高

西方国家酒精性肝硬化比非酒精性肝硬化出

且操作简便的一种评估方法, 能预测肝硬化

, 而在亚洲则为病

患者肌肉减少症 [34] , 是反映全身蛋白质储备

毒性肝硬化营养不良更常见[8]. 营养不良是肝

的良好指标 [17] . 由于握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硬化的常见并发症, 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

响且只反映了上臂肌肉的力量, 因此用握力

现营养不良的风险更高

[19,20]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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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Ruiz-Margáin等
进行的一项前瞻
性队列研究中,
Kaplan-Meier曲
线分析结果显示
当肝硬化患者营
养不良时, 代偿
期患者的死亡率
高于失代偿期患
者, 可能是由于
失代偿期患者其
他的并发症如败
血症、静脉曲张
出血和肝癌等掩
盖了营养不良对
机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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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把患者身心状态
及外在环境对其
的影响看作是一
个整体, 全面评
估各个要素, 建
立一套肝硬化患
者的全面营养评
估程序, 为对营
养不良的肝硬化
患者进行不同营
养治疗效果评价
的研究提供依据
和补充.

评估患者营养状态和预测病死率时引入其他
参数可增加其准确性

[35]

包括两种生化指标(白蛋白和总胆固醇含量)
和一种免疫指标(淋巴细胞总数). CONUT与肝

.

功能呈负相关, 但是营养不良的程度与骨矿物
4 人体成分分析

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骨折风险和

在所阅文献中, 最常用生物电阻阻抗分析法

25(OH)-D3直接相关; 肝硬化患者的总胆固醇

(bioelectrical impedance analysis, BIA)来评估

与骨矿物密度呈负相关[42], 与体质量指数(body

肝硬化患者的营养状态. 他根据电阻和微电流

mass index, BMI)(≤18.5 kg/m2)和体质量减轻相

的阻抗直接测出人体成分, 可信度高、属非侵

关, 可作为营养评价的指标[43]. 淋巴细胞总数与

入性、花费便宜[34]. 最近一项研究[36]发现: 生

Child-Pugh分级为C有关, 进食减少、营养不良

物电阻抗与Child-Pugh分级有着十分重要的

和应激反应均可使淋巴细胞计数下降[40]; 但淋

相关性; 5.44°的相位角(phase angle, PhA)是一

巴细胞计数降低也可能是受感染、电解质紊

个新的参数, 可以用来表示肝硬化患者营养

乱、肾衰、代谢应激、炎症性肠病或免疫抑制

[37]

显示, 虽然PhA值

的影响[33], 故只可作为间接评定机体营养状况

与Child-Pugh分级和腹水无关, 但却与上臂肌

的指标[44]. 脂联素是由脂肪细胞分泌的大分子

围、肌肉面积和白蛋白水平显著相关, 与年

多肽蛋白, 有胰岛素增敏作用[26], 与营养不良的

龄呈负相关, 与肝硬化患者的生存率高度相

程度有关, 今后可用于评估营养不良, 但还需要

关, 当PhA≤5.18°时患者的相对死亡风险度增

更多的研究来证明[34].

状况的分类. 但也有研究

加2.5倍. 双重能量X光吸收测量法(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n measurement, DEXA)可测得

6 综合量表评定

身体组成与骨密度. 付明生等[38]通过早期对肝

主观全面评价法(subject global assessment,

硬化患者进行骨密度测定发现骨质疏松可降

SGA)是临床上用于评估患者营养状态的一种

低骨折的风险, 认为减少临床骨病的关键是预

方法, 与人体测量一样都是早期识别营养不良

防肝硬化患者肝性骨营养不良的发生. 电脑断

和实施全面营养治疗程序的重要的第一步[19],

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核磁共振

方法简单, 操作简便. 主观全面评价法是肝硬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和超音波法

化患者营养状态评估的最佳方法[45], 与人体组

(ultrasound)等因需特定的测量技术、费用昂

成有较好的相关性, 能相当好地区分患者营养

贵、临床难以推广使用, 因此大多用于研究上,

状态[30], 比主观测量和观察来确定患者有无营

且文献中也少有用于评估肝硬化患者营养状

养不良更有效[20]. Ferreira等[46]比较人体测量

态的报道.

学、握力测验、实验室检查和SGA与临床相
关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如Child-Pugh分级、腹

5 实验生化指标

水和/或肝性脑病等变量; 结果表明, 只有SGA

生化及实验室检查是一种用于评估肝硬化患者
[39]

变异性最小, 且与这些变量有很好的相关性.

营养状态的辅助方法, 可靠、方便、实用 ; 可

但是很大程度上SGA易受评估者的主观判断

及早发现营养素缺乏的类型和程度, 不受主观

影响, 从而也就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47].

因素的影响, 能够客观地提供营养评价结果, 并

Fernandes等[36]研究发现, 用SGA评估肝硬化

且反映出存在哪一种营养素的缺乏[40]. 持续的

患者营养状态时, 结果只有20.2%存在营养不

低白蛋白血症被认为是判定营养不良的可靠

良, 这与用人体参数评估患者营养不良的结果

指标, 然而, 肝硬化患者往往额外补充人血制

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此外, 由于某些患者有

品或伴有蛋白丢失增多, 而转铁蛋白的半衰期

体液潴留, SGA很难反映患者的体质量丢失情

短. 因此, 相比之下, 转铁蛋白比白蛋白对营养

况和人体测量学指标的改变[35].

状态的评价更为敏感、准确[41]; 但转铁蛋白浓

2014-02/12我们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度易受肝肾功能、感染、妊娠、贫血、铁贮备

二医院感染病科收治的233例肝硬化患者进

等因素影响, 使在营养状态的评价上存在一定

行临床营养状况评估: 通过查看患者的病历,

[40]

局限性 . 临床上也经常用CONUT(controlling

了解其一般情况、临床诊断、现病史、既往

nutritional status)来评估患者的营养状态, 其中

史、用药史、检查史等临床资料; 测量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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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体质量, 计算标准体质量; 测量三角

评定结果的精确度也受到限制 [17,21,50]. 任何一

肌皮褶厚度、上臂围和小腿围, 计算肌肉面

种评估方法都存在各自的优缺点, 因此在对肝

积; 采用24 h回顾法询问患者过去24 h的膳

硬化患者进行营养评估时, 建议采用多种营养

食类型、营养摄入量情况, 根据食物交换份

评估方法, 尤其是全面评估患者的身心状态、

法计算出患者每日经口摄入总能量, 由标准

生活方式、每日能量摄入情况、家庭支持和

体质量计算患者每日实际所需能量, 估算患

医护人员等影响营养不良的相关因素, 以提高

者每日还需补多少能量; 运用主观全面评价

评估结果的精确率; 并为患者进行早期营养干

法评估患者的营养状况, 同时评估其文化程

预提供依据, 以纠正营养不良, 促进肝功能恢

度、对疾病认识程度、家庭经济情况和支持

复, 减少疾病并发症, 改善患者预后, 提高生活

系统、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以及住院期间有

质量.

■应用要点

对比各种营养评
估方法的优缺点,
建议多种方法综
合运用, 尤其要
注意评估患者的
身心状态、生活
和饮食习惯、家
庭支持及医护人
员等影响营养不
良的相关因素,
以提高评估结果
的精确率.

无并发症等情况. 主观全面评价法评定结果
显示: 营养良好占17.17%, 轻中度营养不良占
71.67%, 重度营养不良占11.16%. 这与先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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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从多个角度
综述肝硬化患者
营养不良评估方
法, 并对比各种
方法的优缺点及
影响因素. 可读
性较好, 内容尚
新颖, 对指导医
疗人员进行临床
营养评估及评价
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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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是我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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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切除术后局部
复发率仍较高,
其中直肠癌环周
切缘及下切缘存
在的微转移是局
部复发和转移的
重要因素, 并且
在中低位直肠超
低位保肛术中尤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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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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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ectal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digestive tumors in China. After normalized
total mesorectal excision (TME), there is still a
high rate of local recurrence. The presence of
micrometastasis in the resection margin of low
rectal cancer is an important factor predicting
local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recent progress in researc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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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metastasis in circumferential and distal
resection margin of rectal cancer.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Rectal cancer; Circumferential resection
margin; Distal resection margin; Micrometastasis
Jiang SS, Ge W, Zhang K, Zheng LM, Chen G.
Micrometastasis in resection margin of low rectal cancer.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5; 23(15): 2410-2414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410.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410

摘要
直肠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消化系肿瘤之
一, 采用规范化的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 o t a l
mesorectal excision, TME)后局部复发率仍较
高, 其中直肠癌环周切缘及下切缘存在的微
转移是局部复发和转移的重要因素, 本文就
直肠癌环周切缘及下切缘微转移的研究作
一综述.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直肠癌； 环周切缘； 下切缘； 微转移
核心提示： 直肠癌环周切缘及下切缘的微转移
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 低位超低位
保肛手术已成为中低位直肠癌的首选术式, 在
根治性手术的前提下, 直肠癌环周切缘及下切
缘的微转移影响着合理的下切缘和环周切缘距
离, 是手术的关键之一.
蒋松松， 戈伟， 张凯， 郑黎明， 陈刚． 中低位直肠癌切缘微转移
的研究进展．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１０－２４１４

2015-05-28|Volume 23|Issue 15|

蒋松松， 等． 中低位直肠癌切缘微转移的研究进展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410.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410

1948年Black等[9]提出至少应切除2 cm, 1966年
Grinnell

[10]

[11]

提出了5 cm, 1983年Williams等 提

出了2.5 cm已足够, 后Madesan等[12]建议切除
1 cm, 为了确保手术的根治性建议对手术切缘

0 引言
[1]

直肠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消化系肿瘤之一 , 采

做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 但目前多数学者认为

用规范化的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otal mesorectal

远端切除距离应为2 cm[13-17].

excision, TME)可以使局部复发率较传统手术

环周切缘癌浸润(circumferential resection

显著降低, 但还是有5%-40%的患者发生癌肿

margin involvement, CRMI)同样是影响直肠癌

, 特别是在中、低位直

预后的重要因素, Wibe等[18]研究发现, CRMI病

肠癌中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率居高不下, 残留

例局部复发率为22%, 环周切缘(circumferential

于直肠切缘中的微转移灶可能为肿瘤局部复

resection margin, CRM)阴性的病例局部复发率

发的最重要原因; 直肠癌下切缘及环周切缘微

仅5%; 同时CRMI远处复发率为40%, CRM阴

转移将成为评价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

性的远处复发率仅12%, 同样Baik等[19]研究结

[2-4]

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

果证实环周切缘癌浸润对术后局部复发有独
1 直肠癌切缘微转移的意义

立预测作用. 微转移的概念提出以后, 自然引

1.1 微转移定义 自从1868年Asworth在外周血

起医学界的关注, 成为目前结直肠癌研究领域

中发现肿瘤细胞以来, 肿瘤微转移概念在临

的热点问题, 同时结直肠癌淋巴结微转移是否

床实践中逐步建立并引起重视. 1971年Huvos

也具有等同于淋巴结转移的临床意义和预后

等在乳腺癌中首次正式提出“肿瘤微转移”

判断价值已经渐渐得到很多学者的证实 [20-26].

的概念. 其标准是直径 ≤ 2 m m的肿瘤转移

而直肠癌下切缘与环周切缘的微转移是否也

灶. 肿瘤微转移是指用常规检查方法, 如影像

具有等同于切缘转移的临床意义和预后判断

学、常规病理学方法不能检出的非血液系统

价值已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需要得到进一步

恶性肿瘤患者体内小簇或单个癌细胞的微小

证实.

■研发前沿

肿瘤微转移是多
种恶性肿瘤复发
和转移的潜在因
素, 直肠癌血液
中肿瘤微转移已
经被证实影响着
患者的预后, 淋
巴结的微转移已
经渐渐被证实同
样影响着患者的
预后, 本文章将
肿瘤微转移运用
于环周切缘及下
切缘, 这已经成
为研究的新热点,
切缘的微转移是
否也能影响患者
预后, 还有待更
多的临床及基础
实验的证实.

转移灶, 播散并存活于淋巴系统、血循环、
骨髓、肝、肺等组织器官中间, 常无任何临

2 直肠癌切缘微转移的检测指标

床表现, 能够逃避免疫监视、侵犯血管并发

2.1 细胞角蛋白20(cytokeratin 20, CK20) CK20

[5,6]

. 1993年, 国际抗癌

具有严格的上皮组织特异性, 在癌变的上皮组

联盟(Union for International Cancer Control,

织以及转移灶中均有较高的表达, CK20在以

UICC)定义<2 mm的肿瘤转移灶为微转移. 微

腺癌为常见的结直肠癌中高表达, 并且在正常

转移灶无血供, 靠渗透作用获取氧和营养. 癌

血液、淋巴结及骨髓中均为阴性[27,28]; 在癌变

巢生长至2-3 m m后, 癌细胞分裂和死亡处于

的上皮组织以及转移灶中均有表达, 而且在

一种动态平衡状态. 这一平衡维持至癌细胞

肿瘤侵袭、转移扩散过程中能够保持相对稳

被免疫监视系统所识别、清除, 或获得血供

定, 因此CK20作为直肠癌微转移的检测是可

生长, 成为显性转移. 微转移是多种恶性肿瘤

信的. Zhang等[29]检测CK20 mRNA作为结直肠

复发和转移的潜在因素[7].

癌患者外周血微转移指标, Ito等[30]检测CK20

1.2 直肠癌环周切缘及下切缘微转移意义 规

mRNA作为腹腔冲洗液中微转移, 结果均显示

范的T M E是中低位直肠癌的手术金标准, 可

CK20可以作为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降低患者术后局部复发和转移, 但还是有

2.2 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5%-40%的患者发生癌肿局部复发或远处转

MMPs) MMPs是一种重要的锌依赖蛋白酶, 是

移, T M E术后组织病理评价的关键是系膜的

目前已知的能够降解胶原纤维的唯一酶类, 其

完整性、下切缘和环周切缘状态. 低位超低位

中MMP-7最为重要, MMP-7由肿瘤细胞产生且

保肛手术已成为中低位直肠癌的首选术式, 所

能活化其他MMPs成员如MMP-2、MMP-9及灭

以合理的下切缘距离是中低位直肠癌患者低

活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31], 具有广泛的底物特

位或超低位保肛手术的关键, 直肠癌下切缘

异性和基质降解功能, 破坏机体防御肿瘤浸润

展成肉眼可见的病变

[8]

的转移影响着患者的术后复发与转移 ; 早在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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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李国胜等检测
外周血CK20
mRNA表达与结
直肠癌临床病理
和预后的关系证
实血液中结直肠
癌的微转移影响
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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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本文的研究重点
是直肠肿瘤的
微转移, 是目前
研究的热点, 血
液、淋巴结的肿
瘤的微转移已经
被证实影响着患
者预后, 然而对
于中低位直肠癌
患者组织内的微
转移, 环周切缘
及下切缘的微转
移, 是否也有同
样影响患者的预
后, 还有待进一
步证实.

与了结直肠癌的发生、浸润和转移[32,33]. 许多研

3

究证实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同样可以作为直肠
癌微转移的检测指标. 如国内孔祥璀等[34]、冯
俊伟等[35]及国外Ito等[36]、Gomes等[37]通过检测

4

结直肠癌患者肿瘤的MMPs的表达, 研究显示
5

MMPs可以作为患者预后的指标.
2.3 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
CEA是特异性癌胚抗原, 广泛运用于结直肠癌
的诊断、治疗、预后, 是目前公认的最可信的
与结直肠相关的肿瘤指标; 王金芝等[38]对50例

6

大肠癌患者外周血中CEA mRNA检测, 发现对
大肠癌诊断的敏感性为62.0%, 其阳性表达与
患者的Dukes分期及有无远处转移有关, 该研
究结果显示CEA可作为大肠癌病情发展和判

7

断预后的指标, 同样Kanellos等[39]从1995-2000
年对108例大肠癌患者外周血C E A进行检测,
证明了CEA mRNA的检测可以有效诊断大肠
癌血液微转移. 欧阳亮等[40]检测患者外周血和
引流静脉血中CEA mRNA的表达, 来评估大肠

8
9

癌血循环微转移, 并且得到相同的结果. 目前,
CEA已经作为大肠癌微转移检测的常用指标
之一.

10

2.4 其他指标 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更新, 许多
其他标志物也被用来检测微转移, 并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 如凋亡抑制蛋白家族中的生存素

11

(Survivin)[41,42]、黏附分子蛋白中CD44[43-45]、
CDX2[46-48]、Cadherin-17(CDH17)[49-51]等.
12

3 结论
直肠癌环周切缘及下切缘的微转移是影响患
者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
低位超低位保肛手术已成为中低位直肠癌的

13

首选术式, 在根治性手术的前提下, 合理的下
切缘和环周切缘距离是手术的关键之一, 对中
低位直肠癌环周切缘及下切缘微转移的患者,
■应用要点

低位超低位保肛
手术已成为中低
位直肠癌的首选
术式, 在根治性
手术的前提下,
直肠癌环周切缘
及下切缘的微转
移影响着合理的
下切缘和环周切
缘距离, 检测切
缘是否存在微转
移, 可以指导超
低位保肛患者术
后是否需要进一
步预防性的治疗.

我们推荐需要行辅助性的放疗或化疗, 以降低
14

术后的局部复发和转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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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Blumea
megacephala extract on gastrointestinal movement
and serum nitric oxide (NO) concentrations in
mice.

■背景资料

白花九里明在广
西壮族民间通过
口服给药用于治
疗产后流血、月
经不调、风湿骨
痛和外用治疗跌
打肿痛等病症,
到目前为止, 国
内外尚未发现关
于白花九里明对
消化道动力影响
的文献报道.

METHODS: Forty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 normal control group (given
0.85% NaCl injection), a neostigmine methyl
sulfate group (given 0.5 mg/mL neostigmine
methyl sulfate solution), and low- and highdose Blumea megacephala groups (200 and 400
mg/mL, respectively). Blumea megacephala was
given by gastric lavage once a day at 10 mL/
kg body weight for 7 d. Thirty minutes after
the last gavage, 5% carbon powder suspension
was given. Twenty minutes later, eyeball blood
was collected to detect NO concentrations
in serum. Laparotomy was then performed
to measure the amount of residual gastric
contents. Finally, the length of carbon powder
in the small intestine was measu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and neostigmine methyl sulfate groups, the
amount of residual gastric conten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two Blumea megacephala
groups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2415

■同行评议者

刘宝瑞, 教授, 南
京大学医学院附
属鼓楼医院肿瘤
中心

2015-05-28|Volume 23|Issue 15|

刘桂彪， 等． 壮药白花九里明对小鼠胃肠运动和血清一氧化氮浓度的影响
■研发前沿

白花九里明不影
响胃运动功能, 其
高浓度增强小肠
运动作用与新斯
的明效果相当, 此
增强作用可能是
白花九里明通过
提高血清NO浓度
而增加小肠血流
量来实现的. 而白
花九里明是否还
能影响M胆碱能
受体系统和胆碱
酯酶活性, 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control group, charcoal length showed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high dose Blumea
megacephala group and neostigmine methyl
sulfate group (P > 0.05), although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low dose group (P <
0.01).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and
neostigmine methyl sulfate groups, higher NO
concentrations were noted in the high dose
Blumea megacephala group (P < 0.05 or P < 0.01),
but the low dose group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浓度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白花九里明高浓度和新斯的明组
的小肠内炭末长度明显大于正常对照组和
白花九里明低浓度组(P <0.01)、白花九里
明高浓度和新斯的明组的小肠内炭末长度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白花九里
明高浓度的血清NO浓度明显高于正常对照
组、新斯的明组(P <0.05或P <0.01), 但与白
花九里明低浓度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CONCLUSION: Blumea megacephala extract
has no impact on gastric movement in mice.
Like neostigmine methyl sulfate solution,
high concentration Blumea megacephala extract
enhances intestinal movement by increas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NO in serum.

结论: 白花九里明不影响胃运动功能, 其高
浓度增强小肠运动作用与新斯的明效果相
当, 此增强作用可能是白花九里明通过提高
血清NO浓度而增加小肠血流量来实现的.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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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白花九里明； 胃内容物残余量； 小肠内炭
末长度； 一氧化氮； 小鼠
核心提示： 小肠是消化吸收营养物质的重要场
所, 白花九里明能增强小肠的动力效应, 此增强
作用可能是白花九里明通过提高血清一氧化氮
(nitric oxide)浓度来实现的.
刘桂彪， 钟兴隆， 范琰华， 郭莹， 王宇枫， 邓凯戈， 王彩冰． 壮药
白花九里明对小鼠胃肠运动和血清一氧化氮浓度的影响． 世
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１５－２４１９ URL: http://

www.wjgnet.com/1009-3079/23/2415.asp DOI: http://

摘要
目的: 观察白花九里明提取液对胃肠运动和
血清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浓度的影响,
初步分析白花九里明对胃肠运动的影响及
影响机制.

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415

0 引言
白花九里明[Blumea megacephala (Randeria)]
为菊科植物, 常生长于林边、山坡灌丛、密

■相关报道

有文献报道, 白
花九里明有增强
止血和凝血、抑
制离体心脏和离
体子宫的收缩
力、减缓小鼠心
率等作用.

方法: 取40只小鼠, 随机均分为4组, 正常对
照组给予0.85%NaCl注射液、新斯的明组给
予0.5 mg/mL甲硫酸新斯的明溶液、白花九
里明低浓度和高浓度组分别给予200 mg/mL
和400 mg/mL白花九里明提取液灌胃, 1次/d,
按小鼠的体质量计算灌胃量(10 mL/kg), 共7
d. 末次灌胃30 min再给5%的炭末混悬液灌
胃20 min后, 摘除眼球取血, 检测血清NO浓
度; 剖腹取胃测量胃内容物残余量, 取小肠
测量小肠内炭末长度.
结果: 白花九里明低浓度和高浓度组的胃
内容物残余量与正常对照组、新斯的明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白花九里
明低浓度组的小肠内炭末长度和血清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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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路边、溪旁, 分布于广东、广西、云南
等地, 味微苦、性微温, 在广西壮族民间通
过口服给药用于治疗产后流血、月经不调、
风湿骨痛和外用治疗跌打肿痛等病症 [1,2]. 有
文献[3-6]报道, 白花九里明有增强止血和凝
血、抑制离体心脏和离体子宫的收缩力、减
缓小鼠心率等作用. 而白花九里明口服给药是
否影响胃肠道动力? 目前尚未见有国内、外
的文献报道, 为此本课题组用白花九里明的民
间治疗用量范围 [1,2]按体表面积换算成小鼠的
低浓度和高浓度用量给小鼠灌胃, 并与促进消
化道运动的新斯的明临床用量 [7] 按体表面积
换算成小鼠用量给小鼠灌胃做比较分析, 探讨

2015-05-28|Volume 23|Issu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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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花九里明对胃肠运动的影响, 为开发利用壮

并用滤纸沾干净后称质量(胃净质量), 计算: 胃

药提供实验资料.

内容物残余量 = 胃总质量-胃净质量. 分离小
鼠肠系膜, 剪下幽门至回盲部的肠管, 置于托

1 材料和方法

盘上, 轻轻将小肠摆成直线, 测量从幽门至炭

1.1 材料 健康昆明种小鼠, 雌雄各半, 体质量

末前沿的小肠内炭末长度.

20-35 g, 由右江民族医学院动物实验中心提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数

供. 小鼠饲养环境为室温18 ℃-22 ℃、湿度

据进行统计分析, 两组间均数比较用t 检验, 以

50%-60%、日光照12 h. 白花九里明采于广西

■创新盘点

到目前为止, 国
内外尚未发现关
于白花九里明对
消化道运动影响
的文献报道.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郊(经右江民族医学院民
族医教研室覃道光教授鉴定确认), 晒干备用.

2 结果

0.85%NaCl注射液, 贵州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

2.1 小鼠胃内容物残余量 白花九里明低浓度和

司, 规格: 500 mL/瓶, 批号: A13031615; 甲硫酸新

高浓度组的胃内容物残余量与正常对照组、

斯的明注射液,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

新斯的明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产, 批号: 1309091; 活性碳末, 广东台山化工厂,

新斯的明组的胃内容物残余量与正常对照组

批号: 940402; 羧甲基纤维素钠, 成都市科龙化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工试剂厂, 批号: 20110219; 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2.2 小鼠小肠内炭末长度 白花九里明低浓度组

NO)测定试剂盒,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批

的小肠内炭末长度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号: 20140626; 酶标仪,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

统计学意义(P >0.05), 白花九里明高浓度组和

限公司, 型号: Multiskan MK3.

新斯的明组的小肠内炭末长度明显大于正常

1.2 方法

对照组、白花九里明低浓度组(P <0.01), 但白

1.2.1 白花九里明提取液的制备过程: 取白花

花九里明高浓度和新斯的明组的小肠内炭末

九里明干草300 g, 用30 ℃温水3000 mL浸泡4

长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h, 文火煮沸1 h, 过滤液文火浓缩至600 mL, 过

2.3 小鼠血清N O浓度 正常对照组、新斯的

滤液隔水文火浓缩至300 m L, 提取液浓度为

明组、白花九里明低浓度组的血清N O浓度

1.0 mg/mL并放4 ℃冰箱保存, 给小鼠灌胃时

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白花

用蒸馏水分别配成200 mg/mL和400 mg/mL的

九里明高浓度的血清N O浓度明显高于正常

浓度.

对照组、新斯的明组(P <0.05, P <0.01), 但与

1.2.2 动物分组与给药: 将小鼠按体质量随机
分为4组, 每组10只. 正常对照组、新斯的明

白花九里明低浓度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表1).

组、白花九里明低浓度组和高浓度组, 正常对
照组给予0.85%NaCl注射液、新斯的明组给予

3 讨论

0.5 mg/mL甲硫酸新斯的明溶液、白花九里明

胃排空快慢能反映胃运动强弱, 而胃内容物残

低浓度和高浓度组分别给予200 mg/mL和400

余量多与少又直接反映胃排空的慢与快; 食物

mg/mL白花九里明提取液灌胃, 1次/d, 按小鼠

在小肠内推进的快慢与小肠运动强弱有关, 而

的体质量计算灌胃量(10 mL/kg), 共7 d.

测量小肠炭末长度的长短又能间接反映食物

1.2.3 小鼠血清NO的检测: 小鼠禁食12 h、禁

在小肠内推进的快慢. 胃肠的运动实质上就是

水2 h、在相应液体末次灌胃30 min再给5%的

胃肠平滑肌的收缩和舒张的机械性活动, 乙酰

炭末混悬液(5 g活性碳末、1 g羧甲基纤维素钠

胆碱作用于胃肠平滑肌的M胆碱能受体使胃

溶于100 mL蒸馏水中)按小鼠体质的25 mL/kg

肠平滑肌运动增强, 胆碱酯酶能通过水解乙酰

灌胃, 20 min后摘除眼球取血, 分离血清, 用NO

胆碱使胃肠平滑肌运动减弱; 新斯的明具有抑

测定试剂盒检测小鼠血清NO浓度(按说明书要

制胆碱酯酶活性作用, 使胃肠平滑肌运动增强;

求进行操作).

NO能引起血管平滑肌舒张[7,8].

1.2.4 小鼠胃内容物残余量和炭末推进长度的

本实验结果显示: 白花九里明低浓度和

测量: 采血后立即剖腹取出胃称质量(胃总质

高浓度组、新斯的明组的胃内容物残余量

量), 用手术剪沿胃大弯剪开胃将胃容物排出

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提示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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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白花九里明在广
西壮族民间常用
于治疗产后流血
和月经不调等病
症, 本研究表明
白花九里明能增
强小肠动力效应,
如果能进一步研
究表明其能促进
小肠对营养物质
消化吸收的话,
说明他对产后止
血的同时也能加
速产妇的身体康
复作用, 有望成
为广大产妇的一
大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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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白花九里明: 为
菊科植物, 在广
西的大部分地区
均有分布, 该药
味苦淡、性微温,
具有祛风除湿、
活血调经、止
血、利水等功效,
为广西壮族民间
历史悠久的药用,
以水煎服治疗产
后流血和月经不
调, 以内服外敷
治疗风湿骨痛、
跌打肿痛.

表 1

白花九里明提取液对小鼠胃肠运动和血清NO影响的比较 (n = 10, mean±SD)

分组

剂量(mg/mL)

胃内容物残余量(g)

小肠内炭末长度(cm)

血清NO浓度(μmol/L)

正常对照组

－

新斯的明组

０．５

０．２２±０．０７

２６．０６±１．３２

５２．１８±８．４９

０．１６±０．０３

３６．０８±１．５２ｂ

白花里明低浓度组

４３．４８±５．３４

２００．０

０．２７±０．０４

２８．１３±１．３２ｄ

白花里明高浓度组

５８．７５±４．３６

４００．０

０．３０±０．０６

３５．４４±２．１９ｂｆ

７３．８２±８．７７ａｄ

ａ

Ｐ ＜０．０５， ｂＰ ＜０．０１ ｖｓ 正常对照组；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新斯的明组； ｆＰ ＜０．０１ ｖｓ 白花里明低浓度组． ＮＯ： 一氧化氮．

九里明和新斯的明对胃排空无明显影响; 说

明又能提高血清N O浓度, 由此推测: 白花九

明白花九里明和新斯的明不影响胃的正常

里明可能通过增加小肠血流量促进小肠运动

运动功能. 但是, 从实验结果数值观察到: 白

功能增强.

花九里明的胃内容物残余量和血清N O浓度

总之, 食物的营养物质主要在小肠内进行

的数值比正常对照组大, 并随着白花九里明

消化吸收, 小肠运动强弱与食物在小肠内的消

浓度增加这些数值也增大, 反映胃内容物残

化吸收多少有着密切关系[8], 本研究表明: 白花

余量与血清NO浓度存在相关性的可能, 这与

九里明对胃运动功能无明显影响, 能增强小肠

[9]

Rocha等 报道的在生理状态下NO引起胃平

的动力效应, 其高浓度增强小肠运动作用与新

滑肌松弛的观点一致. 由于, 胃内容物残余量

斯的明效果相当, 此增强作用可能是白花九里

说明胃平滑肌松弛而处于容受性舒张状态,

明通过提高血清NO浓度而增加小肠血流量来

这对食物在胃内存贮和食物在胃内消化提供

实现的. 而白花九里明是否还能影响M胆碱能

有利条件, 从侧面反映白花九里明有引起胃

受体系统和胆碱酯酶活性、是否能增强小肠

容受性舒张的倾向. 本实验结果还显示: 白花

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功能, 有待于今后的进

九里明高浓度组和新斯的明组的小肠内炭末

一步研究.

长度明显大于正常对照组和白花九里明低浓
度组, 白花九里明高浓度组和新斯的明组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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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胃汤影响大鼠胃溃疡恶性病变组织中P21ras和P53蛋
白表达
吴德坤， 黄瑞诚， 郑景辉， 唐友明， 莫启章， 秦伟夫
■背景资料

胃溃疡是最为多
发疾病之一, 如
果在溃疡边缘黏
膜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非典型增生
与肠化, 可能就
意味着溃疡出现
了恶性病变危险.
安胃汤在治疗慢
性萎缩性胃炎时
所疗效显著, 在
临床上广泛应用.
据此, 我们尝试
运用安胃汤治疗
大鼠胃溃疡, 观
察其对发生胃溃
疡恶性病变组织
的影响, 探讨安
胃汤防止胃溃疡
恶性病变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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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M: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n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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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Seventy-two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blank control group, a model
control groups, high-, medium- and low-dose
Anwei decoction group, and a Weifuchun
group. Malignant ulcers were induced in rats
by applying acetic acid to gastric mucosal
surface.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used
for detection of P21ras and P53 protein
expression.
R E S U LT S : C o m p a r e d w i t h t h e m o d e l
control group, P21ras express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Anwei decoction
groups and Weifuchun group (P < 0.05).
P21ras expression levels in ulcer tissue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medium Anwei
decoction group and the Weifuchun group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P53 expressio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high-dose Anwei decoction
group and Weifuchun group (P < 0.05).
Obvious ulcer healing was noted in Anwei
decoction groups.
CONCLUSION: Anwei decoc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xpression of P21ras
and P53 in malignant ulcers in rats, and this
may be one of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nwei decoction against
canceration of malignant ulcers.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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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0 引言
胃溃疡是当前最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之一, 由

Wu DK, Huang RC, Zheng JH, Tang YM, Mo QZ,
Qin WF. Effect of Anwei decoction on expression
of P21ras and P53 in malignant ulcers in rat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5; 23(15): 2420-2424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420.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420

于现代生化节奏变快, 压力增大同时还伴随精
神紧张, 造成胃溃疡的发病率显著增高. 而且
如果在溃疡边缘黏膜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非典
型增生与肠化, 可能意味着溃疡出现了恶性病
变危险. 安胃汤是出自全国名老中医林沛湘

摘要
目的: 探究中药剂安胃汤对实验制作的胃溃
疡恶性病变组织大鼠模型的P21ras和P53蛋
白表达产生的影响.

教授在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时所使用的经验方[1], 且疗效显
著, 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据此, 我们尝试运用安
胃汤治疗大鼠胃溃疡, 观察其对发生胃溃疡恶
性病变组织的影响, 探讨安胃汤防止胃溃疡恶

方法: 本实验将72只大鼠按随机原则分成空
白组、胃溃疡模型组、治疗组(分大、中、
小剂量组)、对照组(胃复春), 模型制作采用
胃黏膜表面局部投予乙酸方法, 完成大鼠胃
溃疡模型, 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P21ras
和P53蛋白表达.

性病变的机制.

结果: 安胃汤治疗后的各组和胃复春组治疗
后与病理组相比, 溃疡组织的P21ras表达量
均明显增加,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
安胃汤中剂量组的溃疡组织中P21ras表达量
与胃复春组治疗后相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
义(P <0.05); 安胃汤中剂量与大剂量组溃疡
组织中, P53表达与病理组比较差异存在统
计学意义(P <0.05); 安胃汤组的胃部溃疡面
均出现明显愈合现象.

2003-0001). 安胃汤为免煎中药颗粒, 由江苏

1 材料和方法

我们对胃溃疡的
研究目前还停留
在针对具体机
制探讨方面, 目
前研究的热点
已经从miRNA
调节蛋白表达
深入到长链非
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
lncRNA)发挥的
调控表达作用.
针对安胃汤的治
疗效果及其具体
机制, 我们还需
要继续探讨. 所
以我们以后得研
究总店还需从药
物影响的miRNA
表达, 在再对蛋
白质的表达发挥
调控作用.

1.1 材料 实验用清洁级健康♂Wistar大鼠共
72只, 全部为♂, 体质量150 g±20 g, 购自广
西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合格证号SCXK桂
天江制药厂生产, 主要成分: 半夏、黄连、干
姜、乌药、丹参、百合、白芍、薏苡仁、炙
甘草, 依照顺序构成比例13∶5∶5∶7∶15∶
20∶10∶5. 胃复春片: 杭州胡余庆堂药业有限
公司, 批号国药准字Z20040003. 本实验所用水
合氯醛和乙酸由国药基团化学试剂公司提供,
口服补液盐(oregon revised statutes, ORS)配方:
碳酸氢钠2.5 g、氯化钠3.5 g、氯化钾1.5 g、

结论: 安胃汤对大鼠溃疡恶性病变组织中
P21ras和P53表达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可增强
胃部溃疡组织的修复效率, 可能是安胃汤治
疗胃溃疡恶性病变的主要机制之一.

葡萄糖粉20 g, 添加纯水至1000 mL. P21ras、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HM355S型石蜡切片机、TP1020生物组织自

关键词： 安胃汤； 胃溃疡； Ｐ２１ｒａｓ； Ｐ５３
核心提示： 安胃汤在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时疗
效显著, 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本文在结合以往对
安胃汤及胃溃疡的研究的基础上, 从动物模型
和组织中的P21ras和明星分子P53与安胃汤对大
鼠溃疡恶性病变表达的具有相关性发现他们可
能是安胃汤治疗胃溃疡恶性病变可能机制之一.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和P53均为兔抗鼠单克隆抗体,
抗体与试剂盒均购自TAKARA生物技术公司.
动脱水机、EGll40H石蜡包埋机购自德国美康
(MICROM)公司; 冰冻切片机购自英国Thermo
Elecron Corporation公司; DU2640型紫外分光光
度计购自德国Beckman公司; 3K220型高速低温
离心机购自美国Sigma公司.
1.2 方法
1.2.1 动物及分组处理: 将实验用大鼠随机分
成6组, 组别为A组(空白对照组)、B组(模型
组)、C组(安胃汤大剂量组)、D组(安胃汤中剂

吴德坤， 黄瑞诚， 郑景辉， 唐友明， 莫启章， 秦伟夫． 安胃汤影
响大鼠胃溃疡恶性病变组织中Ｐ２１ｒａｓ和Ｐ５３蛋白表达． 世界
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２０－２４２４ URL: http://www.

wjgnet.com/1009-3079/23/2420.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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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组)、E组(安胃汤小剂量组)、F组(胃复春对
照组), 每组12只大鼠. 查阅资料后设计, 除空
白对照组可自由引用自来水外, 对其余组大鼠
进行造模实验. 大鼠术前12 h禁食, 自由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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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针对安胃汤的疗
效研究, 早期研
究发现, 安胃汤
能够有效的治疗
胃溃疡, 并且可
以预防胃溃疡网
恶性疾病甚至癌
变的风险. 当前
的研究大多是从
mRNA水平展开,
如针对慢性萎缩
性胃炎大鼠模型
的研究发现, 安
胃汤治疗慢性胃
炎的一个可能途
径就是通过增加
胃黏膜GATA-4、
GATA-5、GATA-6
mRNA的表达而
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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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针对安胃汤的研
究已经很多, 大
多还是在治疗胃
溃疡的效果, 以
及使用方法层面,
但是本文则尝试
去探究安胃汤在
治疗胃溃疡及溃
疡的恶性病变时,
是否可以挖掘出
分子层面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从被
人们称作明星分
子的P21ras蛋白
及P53蛋白出发,
探究安胃汤作用
的分子机制, 这
是本文与众不同
的出发点.

表 1

安胃汤对大鼠胃溃疡的影响 (n = 10, mean±SD)

长为2分; 3 mm宽者每mm长为3分. 溃疡抑制
分组

溃疡指数(mean±SD) 溃疡抑制率(%)
－

－

指数-平均实验组溃疡指数)/平均模型组溃疡

９．４３±２．６４

－

安胃汤大剂量组

３．２３±２．０８ｂ

６５．３２

指数×100%; (3)使用实验室常用方法进行标

安胃汤中剂量组

４．９８±１．６５ａ

５５．６８

安胃汤小剂量组

６．３２±１．０１

３６．７１

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染色方法主要采用链

５５．７８

霉素抗生素-过氧化物酶法(S P). 具体操作步

胃复春对照组

ａ

４．３２±０．５６

本的石蜡包埋固定, 4 μm厚度连续切片, 继续

骤参照免疫组织化学说明书, 抗原修复方法采
ａ

Ｐ ＜０．０５， ｂＰ ＜０．０１ ｖｓ 模型组．

用微波修复.
1.2.3 结果观察: 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后结

ORS, 10%水合氯醛(3.5 mL/kg体质量)肌肉注

果, 阳性反应物主要表现是细胞浆出现棕黄色

射麻醉, 用0.5%密度的碘伏对大鼠的腹部皮肤

颗粒. 结果判定时在每例切片随机选取5个高

消毒, 沿着左肋下缘行开腹, 将胃轻轻取出. 然

倍视野观察[3]. 将染色强度分为4个等级: (1)阴

后用具备圆环的胃溃疡制备镊子牢固夹住距

性(-): 细胞无着色或阳性细胞数<5%; (2)弱阳

腔内缓慢注入0.02 mL 60 mL/L乙酸和0.18 mL
矿物油, 在注射完成45 s后从胃部吸出剩余乙

性(+): 细胞轻度着色可呈淡黄色, 阳性细胞数
在5%-25%之间; (3)中度阳性(++): 可观察到细
胞着色后呈黄色, 阳性细胞数在26%-50%之间;

酸, 再2 mL生理盐水注入胃腔内, 约1 min后吸

(4)强阳性(+++): 可以观察到细胞着色明显, 并

出. 将胃轻轻复位, 逐层缝合腹部切口. 注意术

且呈棕黄色, 阳性细胞数>50%. 同时我们将阳

中操作全部无菌. 手术12 h后大鼠可以进食, 自

性和弱阳性细胞数合计为阴性细胞数总和, 阳

由服用适量ORS. 12 h后即可正常进食. 18 d随

性和强阳性细胞数合计为阳性细胞总数, 具体

机抽取其中两只动物检查, 经病理检查确诊造

判断标准根据Shimizu法改良而成[4].

[2]

模成功 . 于造模成功后1 wk开始实验, A、B

统计学处理 所有计量数据均以mean±SD

组每日用4 mL纯净水灌胃; C组每日使用安胃

表示, 并采用SPSS17.0检验分析差异, 均数差

汤17.1 g/mL药液, 按0.01 mL/g灌胃; D组每日

异性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多样本比较采

使用安胃汤8.55 g/mL药液, 按0.01 mL/g灌胃;

用χ 检验.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组每日使用安胃汤4.275 g/mL药液, 按0.01

本文中采用的建
造大鼠胃溃疡模
型的方法可以被
大家所应用, 具
有建模周期短、
经济节约的特点.
同时, 本文对免
疫组织化学的结
果进行统计的方
法, 也具有代表
性, 从Shimizu所
阐述的免疫组织
化学的阴性及阳
性结果统计而来,
将免疫组织化学
结果分作4个等
级, 再根据判断
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 易用并且直
观, 也能反映出
蛋白水平及分布.

率的计算: 溃疡抑制率(%) = (平均模型组溃疡

模型组

空白对照组

幽门部约3 mm的胃体部区域. 在已经夹闭的胃

■应用要点

宽为1 mm者每mm长为1分; 2 mm宽者每mm

2

mL/g灌胃; F组每日使用胃复春5/6片配成4 mL

2 结果

悬浊液按0.01 mL灌胃, 该过程持续30 d.

2.1 观察给药后溃疡形态 在光镜下用肉眼观

1.2.2 标本采集及检测: (1)操作前动物禁食24

察溃疡形态, 可以观察到各给药组模型出现

h剖腹取出胃, 距贲门和幽门约1.5 cm离断后

不同程度的溃疡愈合, 可见溃疡平坦, 溃疡底

取出全胃, 沿胃大弯将胃剪开, 使用生理盐水

部有类似肉芽组织的类似物出现(图1A), 而病

将胃黏膜部冲洗干净, 先观察整个胃溃疡状态

理模型组可观察到典型的圆形或椭圆形火山

及溃疡面积, 再仔细取出溃疡部, 组织块大小

口样溃疡, 向中部凹陷, 并且在溃疡底部覆盖

定为0.5 cm×0.5 cm, 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后,

有灰白色的炎症坏死渗出物(图1B). 均能良好

用10%多聚甲醛固定, 制作成切片备用; (2)将

的减少乙酸所致溃疡面积的是安胃汤组和胃

浸泡10 min作用的组织取出置于光镜下铺展

复春对照组, 同时还可以观察到, 安胃汤组溃

开, 观察胃黏膜的组织学变化, 统计溃疡指数

疡深度及出现的胃穿孔状况明显比病理模型

和溃疡率参照Guth标准, 按溃疡面积活动大小

组轻,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计分: 每3个点状溃疡(出血性糜烂小点或者黏

(P <0.05), 因此安胃汤在治疗胃溃疡方面具有

膜缺损<1 mm, 此处为点状溃疡)计1分; 条状

明显疗效. 实验结果如表1.

出血: 使用游标卡尺精确测量溃疡的最大长径

2.2 P21ras和P53蛋白在大鼠不同分组中的表达

和完全垂直于最大长径的最大宽径, 然后根据

通过对不同组实验大鼠的免疫组织化学技术

测量结果的二者乘积计分—规则为溃疡指数

染色, 观察阳性及阴性样本个数, 并且进行χ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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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名词解释

B

图 1 大鼠胃溃疡模型免疫组织化学染色(SP×400). Ａ： 在使用安胃汤后， 胃溃疡出现愈合趋势， 底部较为平坦， 有类似
肉芽状形态出现； Ｂ： 病理模型组的恶性病变组织形似火山口， 并且向中部凹陷， 图中灰白色的为炎性渗出物．

表 2

安胃汤对大鼠胃溃疡恶性病变模型中P21ras蛋白表达的影响 (n = 10)

P21ras

2

χ值

P值

９

１５．３２４

０．０００

１

６．２３５

０．０１２

３

７

２８．５３９

０．０２５ａ

安胃汤中剂量组

４

６

５．２７８

０．０１６ａ

安胃汤小剂量组

４

６

１８．３６７

０．２９６

胃复春对照组

６

４

１０．４７１

０．００９ｂ

分组

阳性

阴性

空白对照组

１

模型组

９

安胃汤大剂量组

P21ras蛋白: 是
一种膜结合型的
GTP/GDP结合蛋
白, 由Ras 基因进
行编码. 生长因子
与受体酪氨酸激
酶结合后可引起
P21ras的激活, 这
是一条普遍存在
的信号传导通路;
Shimizu法: 是通
过对免疫组织化
学结果的颜色来
将结果分作4个等
级, 再根据判断结
果急性统计分析,
解决了免疫组织
化学结果统计分
析的问题.

ａ

Ｐ ＜０．０５， ｂＰ ＜０．０１ ｖｓ 模型组．

表 3

安胃汤对大鼠胃溃疡癌变模型中P53蛋白表达的影响 (n = 10)

P53

分组

2

阳性

阴性

χ值

P值

空白对照组

９

１

１０．２２４

０．０００

模型组

２

８

１３．６８２

０．０３１

安胃汤大剂量组

１

９

２．８７９

０．０２４ａ
０．３２５

安胃汤中剂量组

３

７

１２．３５７

安胃汤小剂量组

４

６

４．１２６

０．０４４

胃复春对照组

３

７

１７．４４７

０．０１６ａ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模型组．

检验. 结果显示安胃汤组的P21ras阳性率较病

期胃癌是人们一直关心的问题. 胃癌的发生是

理模型组低, 且P53较病理模型组高; 随着安胃

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的、多阶段的过程, 包括

汤剂量的增加, 与胃复春对照组相比P21ras和

原癌基因的激活, 基因抑癌作用的减弱都是

P53的阳性率也是不断改变的, 具体如表2, 3.

肿瘤形成的重要分子基础. 以往的研究中, 针
对安胃汤的疗效研究, 大多是从m R N A水平

3 讨论

展开, 如韦维等[5]针对CAG大鼠模型的研究发

胃癌是目前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胃部

现, 安胃汤治疗慢性胃炎的一个可能途径就是

的溃疡性病变属于多发的胃黏膜病变, 正确区

通过增加胃黏膜GATA-4、GATA-5、GATA-6

分良恶性胃溃疡以及寻找具有高特异性和敏

mRNA的表达而起作用. 而本实验则采用免疫

感性的肿瘤标志物, 用来更早的检测以预示早

组织化学染色的方法, 直接在大鼠模型为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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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坤， 等． 安胃汤影响大鼠胃溃疡恶性病变组织中Ｐ２１ｒａｓ和Ｐ５３蛋白表达
■同行评价

本实验尝试去探
究安胃汤在治疗
胃溃疡及溃疡的
恶性病变时, 是
否可以挖掘出分
子层面的变化观
察了安胃汤对模
型胃溃疡的作用
及P21、P53表达
的影响, 采用并
且制作的了大鼠
的胃溃疡模型,
并且发生了胃溃
疡的恶性病变,
在造模方面的方
法值得大家借鉴
与参考. 整体评
价本实验有一定
意义.

溃疡及癌变组织中检测P21ras和P53蛋白的改
变, 而蛋白的表达改变与胃部病变更具有直接
关系.
P21ras蛋白是一种膜结合型的GTP/GDP结
合蛋白, 由Ras 基因进行编码. 生长因子与受体
酪氨酸激酶结合后可引起P21ras的激活, 这是

2

3

4

一条普遍存在的信号传导通路. 在Ras 基因发生
突变时, 其蛋白结构也会发生改变, 引发其GTP
酶的水解能力降低, 造成P21ras蛋白出现持续

5

活化状态, 不停的将信号传入细胞, 使细胞源源
不断的进行增殖或癌变. 已有研究[6,7]表明, 大

6

鼠血管平滑肌细胞出现的增殖与P21ras也有密
切关系. 本研究表明, 在大鼠胃溃疡组织模型中

7

P21ras蛋白的表达的确受到安胃汤的影响, 即
安胃汤剂量在一定范围内增加, P21ras的表达

8

[8]

是降低的 .
我们早已开展了针对p53 基因的各种研究,

9

p53 基因全长约20 kb, 位于人类17号染色体短
臂17p13.1, 由10个内含子和11个外显子以及两
侧序列组成[9]. 抑癌基因p53 的表达产生P53蛋
白, 并且该基因在胃癌中表达率在50%-55%[10].
已有研究[11]发现, 监控P53蛋白的表达, 可以预
测癌症的发展及发生. P53蛋白的表达量和肿

10

11

12

瘤分期及肿瘤的恶性程度密切相关, 本实验中
则发现随着安胃汤的试用, P53蛋白表达量在
明显增加[12], 与前期同行的实验结果相符, 并且

13

表达随着药物剂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13].
本实验通过对临床常用治疗胃溃疡药物
安胃汤的研究 [14], 通过制作大鼠胃溃疡模型,
发现安胃汤治疗胃溃疡的一个潜在机制, 即是
通过调节P21ras和P53蛋白的表达, 调节溃疡的
愈合[15]. 我们推测安胃汤可能是降低P21ras蛋
白的表达[16], 降低p53 基因的突变率, 从而促进
溃疡的愈合, 提高溃疡的愈合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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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quality nursing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radiotherapy.
M E T H O D S : Eighty-seve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treated at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1 to March 2012 were included
in a treatment group, and 66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treated at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0 to March 2011 were included
in a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received 3D
conformal radiation therapy and routine
nursing. The treatment group additionally

WCJD|www.wjgnet.com

received quality nursing. Clinical effect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for the two groups.
R E S U LT S : T h e r o l e f u n c t i o n , e m o t i o n
function, physical functi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scores after therap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 = 6.594, 5.393,
8.699, 4.685, 7.493, P < 0.05 for all). The rates of
nausea vomiting, insomnia and fatigu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χ2 = 4.678, 5.421, 6.773, P
< 0.05 for all).

■背景资料

食管癌为常见消
化系肿瘤, 放射
治疗为常用治疗
方法, 虽然效果
明显, 但也有一
定不良反应, 加
重患者生理和心
理负担.

CONCLUSION: Quality nursing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radiotherapy.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Esophageal cancer; Radiotherapy;
Quality nursing; Quality of life
Mao HJ. Quality nursing improves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after radi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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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42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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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优质护理对改善食管癌患者放疗
后生活质量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2011-04/2012-03杭州肿瘤医院
收治的食管癌患者87例作为观察组, 选取
2010-04/2011-03杭州市肿瘤医院收治的食
管癌患者66例作为对照组, 均给予三维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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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火娇． 优质护理对改善食管癌患者放疗后生活质量的临床效果
■研发前沿

放射治疗为食管
癌常用治疗方法,
虽然效果明显,
但可增加患者生
理和心理负担,
因此如何降低患
者放疗时生理和
心理负担为临床
急需解决的问题.

或强调放射治疗及放疗一般护理, 而观察组
再给予优质护理, 观察护理效果.

满意效果, 现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结果: 放疗后两组患者间角色功能, 情绪功
能, 躯体功能, 认知功能及社会功能评分均
有所下降, 而观察组放疗后这些功能评分
显著性高于对照组(t = 6.594, 5.393, 8.699,
4.685, 7.493, 均P <0.05). 放疗后观察组恶心
呕吐, 失眠, 乏力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且差异
2
具有统计学意义(χ = 4.678, 5.421, 6.773, 均
P <0.05).

1.1 材料 选取2011-04/2012-03杭州市肿瘤医
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87例作为观察组, 选取
2010-04/2011-03杭州市肿瘤医院收治的食管
癌患者66例作为对照组, 两组患者临床检查,
病理学检查确诊为食管癌, 排除合并其他严重
心、肺及肝等疾病患者, 有肿瘤史, 放化疗史
患者, 无法进行放疗患者及未签署知情同意书
患者. 对照组66例患者中男43例, 女23例, 年龄

结论: 优质护理对改善食管癌患者放疗后生
活质量的临床效果满意, 可显著提高食管癌
患者放疗后生活质量, 降低放疗后不良反应
发生率及提高对护理质量的满意率.

21-73岁, 平均年龄54.3岁±4.3岁, 鳞癌41例、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者中男57例, 女30例, 年龄21-73岁, 平均年龄

关键词： 食管癌； 放疗； 优质护理； 生活质量
核心提示： 优质护理对改善食管癌患者放疗后
生活质量的临床效果满意, 可显著提高食管癌
患者放疗后生活质量, 降低放疗后不良反应发
生率及提高对护理质量的满意率.

腺癌23例, 其他2例; 上段食管癌患者9例、中
段患者34例、下段患者23例; Ⅰ期8例、Ⅱ期
14例、Ⅲ期19例、Ⅳ期25例; 观察组87例患
55.1岁±4.5岁, 鳞癌53例、腺癌31例, 其他3
例; 上段食管癌患者11例、中段患者46例、下
段患者30例; Ⅰ期10例、Ⅱ期16例、Ⅲ期25
例、Ⅳ期36例. 两组患者在平均年龄, 食管癌
部位及临床分期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具有可比性(表1). 本文研究经杭州市
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实施.

毛火娇． 优质护理对改善食管癌患者放疗后生活质量的临床
效果．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２５－２４２９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425.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425

调放射治疗: 患者在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mm, 并将图像经网络传至治疗计划系统; 在治
疗系统上对靶区进行勾画, 将原发肿瘤大小定

食管癌为常见消化系肿瘤, 全世界每年死于食

为肿瘤靶区(gross tumor volume, GTV), 将GTV

管癌患者多达30万例, 我国每年死于食管癌患

区周围各扩大5 cm定为临床靶区(clinical target

者也多达15万例. 临床研究[1]表明影响食管癌

临床研究表明影
响食管癌发病因
素较复杂, 主要
为真菌感染, 某
些必要维生素及
微量元素缺乏,
烟酒刺激, 亚硝
胺刺激及遗传因
素等, 而且食管
癌放疗期间其生
理和心理状态将
大受影响.

1.2.1 放射治疗: 两组患者均给予三维适形或强
tomography, CT)模拟机下定位, 扫描层厚为3

0 引言

■相关报道

1.2 方法

volume, CTV)1, CTV1区加上淋巴引流区定

发病因素较复杂, 主要为真菌感染, 某些必要

位CTV2区, 将CTV2区周围各扩大0.5 cm定位

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缺乏, 烟酒刺激, 亚硝胺刺

计划靶区(planning target volume, PTV)2; 200

激及遗传因素等. 食管癌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

cGy/次, 1次/d, 5次/wk, 总剂量6000 cGy[4,5].

进行性咽下困难, 这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了巨

1.2.2 护理: 两组患者均给予食管癌放疗一般护

大影响. 放射治疗(放疗)为治疗食管癌主要方

理, 而观察组患者再给予优质护理, 主要有良

法, 他在控制癌细胞生长及扩散方面具有明显

好医疗环境的营造, 全程健康教育, 个性化心

效果, 但他对患者也可造成较多不利影响, 如

理护理及针对性饮食护理等.

患者可产生恶心呕吐等不良生理反应, 紧张焦
[2,3]

良好医疗环境的营造. 患者入院后全面评

. 总之, 食管癌患者放疗

估患者各项生命体征, 并制定放疗方案; 成立

后生活质量将明显降低. 因此需对食管癌患者

治疗小组对患者进行个性化治疗和护理, 小组

放疗后给予高质量的护理, 以提高期生活质

中护理人员需面带微笑, 端庄大方, 以良好的

量. 本文对杭州肿瘤医院2011-04/2012-03收治

护理态度服务患者[6]; 保持病房干净, 整洁及通

的食管癌患者放疗后给予优质护理服务, 取得

风, 以增加患者放疗后生理舒适度; 食管癌患

虑等不良心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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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者放疗后个人形象将大打折扣, 因此需给患者

计量资料采用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 检验, 用

留有个人隐私空间, 使患者减少不必要的紧张

P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焦虑情绪.
全程健康教育. 食管癌患者入住病房后,

2 结果

责任护士需热心接待, 向其介绍病房环境, 作

2.1 两组患者放疗前后功能评价比较 放疗前

息时间及病房各护理人员, 这样可尽快消除患

两组患者间角色功能, 情绪功能, 躯体功能, 认

者陌生感, 使患者尽快融入病房和治疗气氛,

知功能及社会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同时也促使患者从健康人到患者的角色转变,

(P >0.05), 放疗后两组患者这些功能均有所下降,

[7]

使患者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治疗 ; 主治医生在

而观察组放疗后这些功能评分显著性高于对照

评估患者病情并制定放疗方案后, 护理人员需

组(P <0.05)(表2).

向患者详细介绍放疗方案, 治疗目的及治疗效

2.2 两组患者放疗前后症状比较 放疗前两组

果, 同时也向患者说明放疗后不良反应, 使患

患者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者对这些不良做好心理准备及准备好应对措

(P >0.05), 放疗后观察组恶心呕吐, 失眠, 乏力

施; 同时护理人员也需认真, 耐心解答患者所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提各种问题, 如放疗剂量的选择, 放疗程序及

(P <0.05)(表3).

[8]

■创新盘点

本文分析了优质
护理在改善食管
癌患者放疗时生
理和心理状态的
作用, 并为临床
护理提供一定的
依据.

2.3 两组患者对护理质量评价 对照组总满意

疗程等 .
个性化心理护理. 患者在确诊食管癌后心

率为81.8%, 观察组总满意率为93.1%, 观察组

理难免出现消极, 焦虑等不良情绪, 因此护理

总满意率高于对照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人员需经常与患者沟通, 向其介绍食管癌的发

(P <0.05)(表4).

病原因及放疗方法, 同时向患者介绍成功案例,
并鼓励和支持患者, 使其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

3 讨论

放疗, 生理反应及心理反应; 在放疗前患者心

食管癌为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消化系肿瘤, 而

理难免再次出现更强烈的波动, 甚至可能产生

且一般来说食管癌患者早期临床表现并不明

消极, 逃避等反应, 因此护理人员需对患者进

显, 因此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在食管癌确诊时就

行心理辅导, 向其说明放疗程序, 并鼓励患者

已经到了晚期, 晚期食管癌主要特点就是癌细

积极面对治疗; 放疗前后指导患者进行听音乐,

胞向远处及周围组织转移, 因此对于晚期食管

阅读及看电视等活动, 以转移对放疗的注意力,

癌患者来说手术治疗已起不到明显效果 [10-12],

减轻患者心理负担.

放射治疗已成为首选方法. 虽然放射治疗在控

针对性饮食护理. 根据患者病情及放疗方

制癌细胞增殖及扩散方面具有明显效果, 但他

案, 护理人员需为患者制定针对性的饮食方

的不良反应也非常明显, 放射治疗采用物理射

案, 叮嘱患者严格控制饮食, 鼓励患者多摄入

线照射, 他对细胞的选择无目的性, 不仅可选

高蛋白, 高热量及高维生素的食物, 以增强患

择癌细胞, 也可选择正常细胞, 因此放疗时也

者体质.

可对周围产生较大损伤, 如损伤食管黏膜, 从

1.2.3 效果评价: 采用生活质量量表C30(QLQ-

而导致患者进食困难[13,14], 而且放疗也可导致

C30)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评价[9], 主要内

患者恶心呕吐等并发症,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容有情感功能, 躯体功能, 社会功能等; 并对患

因此需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高质量护理以

者恶心呕吐, 便秘, 疼痛等不良反应进行统计;

提高生活质量[15].

评价时间为开始放疗前1 d及放疗结束后1 mo.

本文对杭州市肿瘤医院收治的食管癌患

同时对护理质量进行评价, 出院前护理人员向

者均进行放疗, 对照组患者放疗后给予常规护

患者发放自拟护理质量评价表, 患者认可90%

理, 而观察组放疗后给予高质量的优质护理服

以上条目则为满意, 患者认可75%-90%条目则

务, 主要有改善医疗环境, 对患者进行全程教

为基本满意, 患者人体60%-74%条目则为一般,

育, 给予患者个性化的心理护理及饮食护理,

患者认可条目不超过60%则为不满意, 总满意

改善医疗环境可使患者尽快融入治疗环境, 最

率 = (满意+基本满意+一般)/总例数×100%.

大程度的消除陌生感; 全程教育可使患者对食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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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优质护理: 为一
种高质量护理,
可根据患者需求
来提供相关护理.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类型(n )

部位(n )

临床分期(n )

分组

n

性别(男/女)

年龄(岁)

鳞癌

腺癌

其他

上段

中段

下段

Ⅰ期

Ⅱ期

Ⅲ期

Ⅳ期

对照组

６６

４３／２３

５４．３±４．３

４１

２３

２

９

３４

２３

８

１４

１９

２５

观察组

８７

５７／３０

５５．１±４．５

５３

３１

３

１１

４６

３０

１０

１６

２５

３６

χ ＝ ０．００２

ｔ ＝ ０．７３６

χ ＝ ０．０３５

χ ＝ ０．０４３

χ ＝ ０．２８０

０．９６２

０．８８１

０．９８２

０．９７９

０．９６４

2

统计值

Ｐ值

表 2

2

2

2

两组患者放疗前后功能评价比较 (mean±SD, 分)

分组

n

对照组
观察组

角色

情绪

躯体

认知

社会

放疗前

放疗后

放疗前

放疗后

放疗前

放疗后

放疗前

放疗后

放疗前

放疗后

６６

７９．５±

６１．４±

７１．３±

６１．２±

８１．２±

６５．６±

８６．５±

７７．１±

８４．３±

７１．６±

８７

８．３
７７．９±

７．４
６９．２±

７．５
７３．１±

６．６
６６．８±

８．４
８３．２±

６．３
７２．６±

９．８
８４．７±

８．８
８１．２±

８．７
８３．１±

７．９
７８．４±

ｔ值

８．１
０．８３１

７．７
６．５９４

７．７
０．８８１

６．８
５．３９３

８．９
０．６５１

６．９
８．６９９

９．１
０．５８１

８．４
４．６８５

８．８
０．６８８

７．５
７．４９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 3

两组患者放疗前后症状比较 n (%)

n

分组

恶心呕吐

失眠

便秘

疼痛

乏力

腹泻

放疗前 放疗后 放疗前 放疗后 放疗前 放疗后 放疗前 放疗后 放疗前 放疗后 放疗前 放疗后

对照组 ６６

０（０．０） ７（１０．６） ２（３．０）

６（９．１）

１（１．５）

１（１．５）

０（０．０）

２（３．０）

２（３．０） ７（１０．６） １（１．５）

１（１．５）

观察组 ８７

１（１．１） ２（２．３）

３（３．４）

１（１．１）

０（０．０）

２（２．３）

０（０．０）

３（３．４）

３（３．４） １（１．１）

２（２．３）

１（１．１）

χ值

2

－

０．７６４

４．６７８

０．０２１

５．４２１

１．３２７

０．１２０

－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６．７７３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９

Ｐ值

－

０．３８２

０．０３１

０．８８５

０．０２０

０．２４９

０．７２９

－

０．８８５

０．８８５

０．００９

０．７２９

０．８４４

表 4

两组患者对护理质量评价 n (%)

分组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

６６

２０（３０．３）

２４（３６．４）

１０（１５．２）

１２（１８．２）

８１．８

观察组

８７

４７（５４．０）

２１（２４．１）

１３（１４．９）

６（６．９）

９３．１

2

χ值

４．６０４

Ｐ值

＜０．０５

过程有大致的认识, 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对

察组患者放疗后恶心呕吐, 乏力等并发症发

放疗的恐惧感; 心理护理可减轻患者心理护理,

生率显著性低于对照组, 这说明有针对性的护

一般来说放疗后患者形象将大打折扣, 这将给

理可降低放疗后并发症发生率. 对护理质量

患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因此通过心理护理

评价中观察组患者对护理质量总满意率高达

可有效减轻患者压力, 使其轻松面对放疗; 饮

93.1%, 显著性高于对照组的81.8%. 这些结果

食护理可改善患者体质, 补充患者体力, 使其

均可说明优质护理效果显著.

以更好的生理状态面对放疗.

总之, 优质护理对改善食管癌患者放疗

在本文中两组患者治疗后角色、躯体、

后生活质量的临床效果满意, 可显著提高食

认知及情绪等功能评分有所下降, 但观察组患

管癌患者放疗后生活质量, 降低放疗后不良

者治疗后这些评分显著性高于对照组, 而且观

反应发生率及提高对护理质量的满意率.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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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本文也建议优质护理在临床治疗和护理中
推广应用.

7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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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研究选题一般,
但内容实用, 对
护理工作者有一
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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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CLINICAL PRACTICE

早期胃癌及异型增生的诊断: 内镜窄带成像技术与普通
内镜诊断准确率的比较
徐 娟， 王 蕾
■背景资料

早期胃癌(early
g a s t r i c c a n c e r,
EGC)是指癌肿仅
侵犯黏膜层或黏
膜下层而未侵及
固有肌层(不管是
否发生淋巴结转
移及肿瘤大小).
内镜检查是目前
公认的用于筛选
EGC的有效手段
之一. 内镜窄带
成像技术(narrowband imaging
endoscopy, NBI)是
内镜的一项新技
术, 能够更清晰地
显示消化系黏膜
表面的细微结构,
能达到与染色内
镜类似的显示效
果, 对黏膜的微血
管形态显示, 更是
具备独特的优势.

徐娟， 王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医院消肾科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奎屯市 ８３３２００
徐娟， 副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研究．
作者贡献分布： 实验方法研究、数据整理及文章起草由徐娟
完成； 文献查阅由王蕾完成．
通讯作者： 徐娟， 副主任医师， ８３３２０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
屯市北京东路２１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医院消肾科．
ｘｊ＿８２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电话： ０９９２－３２０２６５９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３－０８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０４－０６
接受日期： ２０１５－０４－１７ 在线出版日期： ２０１５－０５－２８

Accuracy of narrowband imaging endoscopy
vs ordinary endoscopy in
diagnosis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and dysplasia
Juan Xu, Lei Wang
Juan Xu, Lei Wa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Nephrology, the Seventh Division of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Hospital, Kuitun
833200,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Juan Xu, Associate Chief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Nephrology, the
Seventh Division of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Hospital, 21 Beijing East Road, Kuitun 833200,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China. xj_829@sina.com
Received: 2015-03-08 Revised: 2015-04-06
Accepted: 2015-04-17 Published online: 2015-05-28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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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narrow-band imaging (NBI) endoscopy in
early gastric cancer.
METHODS: Ninety-seven patients with gas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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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n
ordinary endoscopy group (50 cases) and
an NBI group (47 cases). The shape, color
and microvascular morphology of focal
lesions were observed. Using the results
of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as the golden
standard, the accuracy of the two imaging
modalities in the diagnosis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was compared.
RESULTS: In the ordinary endoscopy group,
we found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intestinal
metaplasia in nine cases, dysplasia in five
cases, and early gastric cancer in three cases.
In the NBI group, we found atrophic gastritis
with intestinal metaplasia in 11 cases, dysplasia
in six cases, and early gastric cancer in five
cases. NBI showed greater advantage in the
observation of microvascular and mucosal fine
structures, and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rate of
NBI for dysplasia and early gastric cancer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ordinary endoscopy (P <
0.05).
CONCLUSION: NBI is helpful in improving
the diagnosis rate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and
dysplasia.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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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检查是目前公认的用于筛选E G C的有效
手段之一. 内镜窄带成像技术(n a r r o w-b a n d
imaging endoscopy, NBI)是内镜的一项新技

摘要
目的: 探讨内镜窄带成像技术(narrow-band
imaging endoscopy, NBI)对早期胃癌的诊断
价值.

术, 又称电子染色内镜, 能够更清晰地显示消

方法: 97例患者分为两组, 普通内镜组50例,
NBI组47例, 观察局灶性病变形态、色泽及
微血管形态, 并结合病理学检查结果分析评
价两种检查方法早期胃癌的发现例数及诊
断的准确性.

N B I内镜能够在传统内镜成像和N B I系统之

结果: 普通内镜组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9例,
异型增生5例, 早期胃癌3例. NBI组萎缩性
胃炎伴肠化生11例, 异型增生6例, 早期胃癌
5例. N B I对胃微血管形态和黏膜表面细微
结构的显示更清晰, 且在异型增生和早期
胃癌的诊断准确率方面明显优于普通内镜
(P <0.05).
结论: NBI有助于提高早期胃癌及异型增生
的诊断率.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早期胃癌； 内镜窄带成像技术； 电子染色
内镜
核心提示： 本文通过内镜窄带成像技术(narrowband imaging endoscopy, NBI)及普通内镜两种
方法观察胃黏膜局灶性病变形态、色泽及微血
管形态, 并结合病理学检查结果分析评价两种
检查方法早期胃癌的发现例数及诊断准确性.
研究结果提示NBI对胃微血管形态和黏膜表面
细微结构的显示更清晰, 且在异型增生和早期
胃癌的诊断准确率方面明显优于普通内镜.
徐娟， 王蕾． 早期胃癌及异型增生的诊断： 内镜窄带成像

化系黏膜表面的细微结构(例如腺管开口等),
能达到与染色内镜类似的显示效果, 对黏膜
的微血管形态显示, 更是具备独特的优势 [1,2].
间根据病情需要随意迅速地切换. 与染色内
析N B I观察病灶并取活检与普通内镜下直接
活检发现早癌的诊断结果对比评价N B I的临
床应用价值.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择2014-01/2015-01在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七师医院行胃镜检测的患者共97例,
其中男性55例, 女性42例, 年龄35-79岁, 平均
53.6岁±6.2岁. 纳入标准: 年龄 ≥ 35岁; 常规
内镜检查发现胃黏膜局灶性病变(包括局部隆
起、凹陷及粗糙不平整、黏膜发红或发白).
排除标准: 进展期胃癌、黏膜下病变及有胃手
术史者; 严重贫血及凝血功能障碍者; 近1 wk
内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或质子泵抑制剂者. 患
者根据检查方法不同随机分为两组, 普通内镜
组50例, NBI组47例, 两组患者各项基本资料
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向患者交代
内镜检查风险及注意事项, 并签署相关知情同
意书.
1.2 方法
1.2.1 检查: 所有患者在检查前禁食水8 h, 检查
前口服达己苏(盐酸达克罗宁胶浆)10 mL. 由同
一位医师对所有患者进行操作检查. 普通内镜
组直接进行肉眼判断, 针对局部病灶组织取活
检并送病理学检查. NBI组在普通内镜肉眼判
断的基础上, 对胃微血管进行进一步观察, 然

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３０－２４３４ URL: http://www.wjgnet.

后对病变明显处取标本进行常规活检.

com/1009-3079/23/2430.asp DOI: http://dx.doi.

1.2.2 微血管图像评价: 所有图像均由同一位医
师进行评价, 主要观察微血管形态及黏膜表面
细微结构, 并进行评分: 1分, 不清楚; 2分, 模糊
[3]

0 引言

可见; 3分, 较清晰; 4分, 非常清晰 .

早期胃癌(early gastric cancer, EGC)是指癌

1.2.3 病理学检测: 所有胃黏膜活检标本均使

肿仅侵犯黏膜层或黏膜下层而未侵及固有

用40 g/L甲醛固定48 h, 经常规石蜡包埋、各

肌层(不管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及肿瘤大小).

级乙醇脱水、透明、连续切片(3 μ m)后进行

E G C多不具有特异性临床症状与体征, 内

H E染色. 主要观察的胃黏膜的病理变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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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常规检查有
主EGC的发现,
目前NBI技术逐
渐应用于临床,
该文章对NBI技
术EGC及异型增
生的诊断率进行
了较为全面的统
计分析, 系统比
较了两种方法对
内镜下EGC的观
察结果.

镜相比, NBI的操作更为简便, 本研究通过分

技术与普通内镜诊断准确率的比较． 世界华人消化杂

org/10.11569/wcjd.v23.i15.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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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界等运用染
色内镜及腚胭脂
染色对EGC及癌
前病变患者进行
了检查, 比较了
两种方法在EGC
诊断方面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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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研究通过NBI及
普通内镜两种方
法观察胃黏膜局
灶性病变形态、
色泽及微血管形
态, 并结合病理
学检查结果分析
评价两种检查方
法EGC的发现例
数及诊断准确性.

普通内镜组、NBI组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早期胃癌的诊断结果 (n )

表 1

诊断项目

普通内镜组

NBI组

内镜下检出例数

病理检出例数

内镜下检出例数

病理检出例数

１０

９

１２

１１

异型增生

９

５

７

６

早期胃癌

５

３

５

５

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

ＮＢＩ： 内镜窄带成像技术．

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以及
EGC.

3 讨论
尽管在过去的50年里, 胃癌在全世界范围内发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
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 组间对比
2

采用χ 检验, 计量资料结果以mean±SD表示,
各组间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以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病率及死亡率有所降低, 但胃癌仍为全世界最
常见、致命的癌症之一 [4]. 目前, 胃癌的发病
率占世界癌症发病率的第4位, 且每年的新发
病例将近100万例 [5]. 很多晚期患者失去手术
机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痛苦, 生存质量也因此大
幅下降[6].

2 结果
2.1 图像评价结果 经观察分析, NBI组观察和
普通内镜组观察胃微血管形态评分分别为3.04
分±1.22分、1.97分±0.86分, 黏膜表面细微
结构的清晰度的评分分别为3.98分±0.71分、
2.11分±0.58分. NBI组观察胃微血管形态及黏
膜表面细微结构的清晰度均明显高于普通内
镜组(P <0.05)(图1).
2.2 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诊断结果 本
研究结果中普通内镜组检测出萎缩性胃炎伴
肠上皮化生共10例, 病理诊断符合9例. NBI组
检测出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共12例, 病

随着内镜器械及诊疗技术的不断发展,
内镜下对胃癌的微创治疗也逐渐代替传统
的外科手术治疗. 因此及时发现、准确诊断
EGC对正确选择治疗方式、提高治疗效果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普通的内镜检查对E G C
的发现不具有特异性, 主要依靠内镜医师的
经验, 发现EGC的几率很小. 而传统染色内镜
操作复杂, 耗时长患者耐受性差, 不宜推广.
近年来NBI技术逐步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均可
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7-9] . N B I是使用由奥林巴
斯公司开发的高科技数字化光纤技术, 采用

理诊断符合11例. 因此, 普通内镜组进NBI组

的是415和540 nm的中心波长, 与血液吸收、

诊断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的准确率分

黏膜反射最强烈的波长一致. 通过使频谱宽

别为90%、91.7%.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度变为窄频带, 使微血管上的黏膜表面和黏

(P >0.05)(表1, 图2).

膜微图案的图像在比白光观察到的具有更高

2.3 异型增生的诊断结果 本研究结果中普通内

的对比度 [10]. 有研究 [11-13]表明, N B I通过观察

镜组检测出异型增生共9例, 病理诊断符合5例.

黏膜表面细微结构及微血管形态, 可以提高

NBI组检测出异型增生共7例, 病理诊断符合6

癌症的诊断率. 此外, 在首次内镜检查阴性担

例. 因此, 普通内镜组进NBI组诊断异型增生的

忧高度怀疑恶变可能的情况下, 可在短期内

准确率分别为55.6%、85.7%. 两组差异有统计

再次复查[14].
既往也有研究 [15,16] 发现N B I技术在消化

学意义(P <0.05)(表1, 图2).
2.4 EGC的诊断结果 本研究结果中普通内镜

系肿瘤的诊断中是有一定优势的, 主要表现

组检测出EGC共5例, 病理诊断符合3例. NBI

在上皮性和非上皮性肿瘤、良性和恶性肿瘤

组检测出E G C共5例, 病理诊断符合5例. 因

分化以及肿瘤浸润的评估的筛选上. 且NBI内

此, 普通内镜组进N B I组诊断E G C的准确率

镜具有操作简单, 在普通胃镜及电子染色之

分别为60%、100%.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间随意转换的优势, 对于早癌的发现也远远

(P <0.05)(表1, 图2).

优于普通内镜, 并使患者生活质量得到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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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B

B

图 1 内镜下观察胃微血管形态和黏膜表面细微结构. Ａ：
ＮＢＩ组， 能清楚的显示胃微血管形态和黏膜表面细微结
构， 清晰度较高； Ｂ： 普通内镜组， 对胃微血管形态和黏膜
表面细微结构的显示不清， 清晰度较差． ＮＢＩ： 内镜窄带成
像技术．

■应用要点

本研究结果提示
了NBI技术能提
高期胃癌及异型
增生的诊断率,
为EGC临床检查
方法的选择提供
了进一步的依据.

C

改善, 因此该技术的推广正是适应了目前广
大患者的需求.
N B I在观察微血管及黏膜表面微结构上
更有优势. 本研究发现NBI在观察胃微血管形
态及黏膜表面细微结构的清晰度明显优于普
通内镜(P <0.05), 更能提示有意义的病变. 此
外, NBI在微血管形态及黏膜表面细微结构具体
的病理分类上的诊断也有差别. Pimentel-Nunes

图 2 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早期胃癌
的病理观察(HE×100). Ａ： 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 胃黏
膜上皮细胞化生为杯状细胞； Ｂ： 异型增生． 细胞形态大小
不一， 排列结构紊乱， 细胞核染色更深； Ｃ： 早期胃癌． 可见
黏膜层及黏膜下层细胞排列紊乱， 细胞核深染呈粗颗粒
状、核质比例失调． ＮＢＩ： 内镜窄带成像技术．

等[15]研究表明, NBI技术对胃黏膜病变的诊断,
病理上主要分为3类, 即规则的血管及环状黏

检查组和NBI组. 两组诊断EGC的精确度分别

膜、不规则的血管黏膜、管状绒毛黏膜. 其

为64.8%和90.4%, 敏感度分别为40%和60%, 特

准确度及95%可信区间分别为(83%, 95%C I:

异度分别为67.9%和94.3%. 另有研究 [15]认为

75%-90%)、(95%, 95%CI: 90%-99%)、(84%,

NBI模式下的冠状淡蓝色光表现, 在肠化生的

95CI: 77%-91%).

诊断上, 其可靠性一般, 但具有较高的诊断特异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 在诊断萎缩性胃炎伴

性(87%).

肠化生方面, 普通内镜及NBI方法之间差异无

总之, NBI内镜模式有助于提高异型增生

统计学意义(P >0.05), 而在异型增生及EGC的诊

及E G C的诊断准确率, 且对黏膜微血管系统

断准确率上, NBI组明显高于普通内镜组, 差异

的显示要优于染色内镜(特别是黏膜皱襞间的

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果提示NBI在诊断

血管床). 具有操作更方便、无需喷洒染色剂

[16]

异型增生及EGC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Ezoe等

的优势. 但该技术目前多在市级医院使用, 且

进行了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

存在一定的假阳性率. 故需要多中心、大样

受试对象为胃镜下观察到的存在直径≤10 mm

本的深入观察研究, 尤其是对于隐匿型胃癌

病变的患者, 共353例, 随机分为普通白光胃镜

(0-Ⅱb型和0-ⅡC型)的研究, 以进一步明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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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该文应用NBI技
术, 对97例患者
观察局灶性病变
形态、色泽及微
血管形态, 并结
合病理学检查结
果分析评价两种
检查方法EGC诊
断准确性. 得出
NBI技术有助于
提高EGC及异型
增生的诊断率的
结论. 该文在操
作规范、分组方
法、参照标准以
及统计方面均符
合研究规范, 对
EGC诊断以及上
述结论做出了很
好的补充.

诊断E G C的优势, 为内镜下E G C的定位治疗
提供依据.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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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MRI-DWI) and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MSCT) in preoperative typing
and T-staging of gastric cancer.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o patients

WCJD|www.wjgnet.com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gastric cancer
who underwent either MSCT or MRI-DWI
preoperatively at our hospital from November
2012 to August 2013 were included. Using
pathologic results as the golden standard,
the accuracy of MSCT and MRI-DWI for
preoperative typing and T-staging of cancer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accuracy of MRI-DWI in typing
gastric cancer before surgery was 96.1%,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SCT
(83.3%) (P < 0.01). The accuracy of MRI-DWI
in T-staging of gastric cancer before surgery
was 90.20% (92/102),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SCT (70.59%, 72/102) (P
< 0.01). Interobserver consistency for MRI-DWI
(Kappa = 0.813) was superior to that for MSCT
(Kappa = 0.603).

■背景资料

胃癌T分期在一定
程度上反应了病
灶对正常组织的
浸润程度, 对手术
指导及个体化治
疗有一定指导意
义. 磁共振弥散加
权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MRIDWI)技术是近年
来影像学的新技
术之一, 可以反映
出人体内较多生
理功能的物理过
程, 扫描范围广,
可全角度成像, 其
对软组织结果的
分辨率高, 在临床
多种癌症诊断中
逐步得到应用.

CONCLUSION: The accuracy of MRI-DWI in
preoperative typing and T-staging of gastric
cancer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MSCT.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Gastric cancer; T-st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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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胃癌是消化系统
最常见的恶性肿
瘤之一, 其早期
诊断与治疗是临
床关注的热点问
题之一. 目前, 手
术治疗仍然是临
床上治疗胃癌的
主要有效手段,
胃癌术前分型及
T分期诊断能够
明确患者病情并
为采取个性化治
疗方案提供依据,
探索简单、无创
而可靠的胃癌T
分期诊断方法成
为医学影像学的
重要课题之一.

摘要
目的: 探讨磁共振(m a g n e t i c r e s o n a n c e
i m a g i n g, M R I)弥散加权成像(d i f f u s i o n
weighted imaging, DWI)与多层螺旋计算机
断层扫描(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MSCT)对胃癌术前分型以及T分期的诊断
价值.

治疗仍然是临床上治疗胃癌的主要有效手段,

方法: 选取2012-11/2013-08来青海大学附属
医院就诊经胃镜活检病理确认的102例胃癌
患者, 术前分别行MSCT和MRI-DWI检查.
由两位放射科医师分别对癌灶进行检测和
T分期, 并以手术病理结果为金标准, 比较
MSCT与MRI-DWI的胃癌分型及T分期诊断
准确率, 比较观察者间一致性.

然而这些方法并不能反映胃癌对于胃壁、胃

结果: MRI-DWI胃癌术前分型诊断准确率
高达96.1%, 显著高于MSCT诊断(83.3%)
(P <0.01). MRI-DWI对胃癌患者总体T分期
的诊断准确率为90.20%(92/102), 明显高于
MSCT 70.59%(72/102)(P <0.01). MR诊断的观
察者间一致性(Kappa = 0.813)优于MSCT诊断
(Kappa = 0.603).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具有无电离

结论: MRI-DWI对胃癌术前分型及T分期的
诊断准确性显著高于MSCT, 值得进一步临
床推广应用.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相关报道

胃癌患者临床分
期与患者预后
及生存质量高
度相关. 研究报
道, 胃镜、消化
系气钡双重造影
及病理活检多用
于胃癌早期诊
断, 然而这些方
法并不能反映胃
癌对于胃壁、胃
浆膜和胃周器官
的侵袭状况, 无
法正确诊断胃癌
T分期状况, 文
献报道, 超声内
镜(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检查是较早
用于胃癌T分期
的诊断方法, 但
其诊断准确率偏
低. MRI-DWI技
术成像清晰, 诊
断准确性高, 近
年来在多种癌症
早期诊断中表现
出一定优势.

关键词： 磁共振成像； 弥散加权成像； 多层螺旋计
算机断层扫描； 胃癌； Ｔ分期
核心提示： 多层螺旋计算机断层扫描(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MSCT)与磁共振成像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在胃癌术前
诊断中均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但是其在胃癌患
者T分期诊断中的比较研究较少, 本研究发现
含弥散加权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的
MRI对于胃癌术前临床T分期的评估准确率较
高, 显著优于MSCT诊断方法, 值得在临床上进
一步推广应用.
孟莉， 鲍海华．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与Ｍ Ｓ Ｃ Ｔ对胃癌患

早期而有效的诊断对于术前指导及预后具有
重要意义 [1]. 胃癌术前分型及T分期诊断能够
明确患者病情并为采取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
依据. 有研究 [2]报道, 胃癌患者临床分期与患
者预后及生存质量高度相关. 胃镜、消化系气
钡双重造影及病理活检多用于胃癌早期诊断,
浆膜和胃周器官的侵袭状况, 给胃癌术前分型
及T分期带来一定困难. 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检查是较早用于胃癌T
分期的诊断方法, 但其会使患者有不适感, 且
正确率偏低. 因此, 简单、无创而正确率较高
的方法成为病患的迫切需求 [3] . 磁共振成像
辐射和对软组织分辨率高的优点, 其中, 磁共
振弥散加权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MRI-DWI)扫描速
度快、诊断率高并且无需对比剂, 目前已经越
来越多地应用于人体多种肿瘤术前分型及分
期分析[4], 然而国内关于其在胃癌术前T分期诊
断的研究尚少. 本研究旨在探讨MRI-DWI对胃
癌术前分型及T分期的诊断价值, 为胃癌临床
诊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前瞻性纳入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在201211/2013-08收治的经胃镜、活检病理确认的胃
癌患者102例, 其中男性59例, 女性43例, 平均
年龄49岁(28-75岁), 102例患者均符合以下纳
入标准: (1)拟行胃癌根治性切除或是姑息性手
术治疗; (2)没有MRI检查禁忌症, 双肾功能无
异常; (3)无碘及钆对比剂过敏史. 在进行检查
前, 均对患者进行告知, 并经过其同意, 签署知
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检查: 检查前所有患者禁水、禁食8 h以
上. 患者在胃镜检查后3-8 d进行多层螺旋计算

者术前分型及Ｔ分期诊断价值的比较． 世界华人消化杂

机断层扫描(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３５－２４３９ URL: http://www.wjgnet.

MSCT)检查, 1-5 d后进行MRI检查. 在检查前

com/1009-3079/23/2435.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435

10-20 m i n肌肉注射丁溴东莨菪碱10-20 m g,
目的是减少胃肠蠕动. 检查前3-5 min饮温水
800-1000 mL以充盈胃腔, 方便检查. 检查前对

0 引言

患者进行呼吸训练.

胃癌是消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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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创新盘点

B

图 1 胃癌患者影像资料. Ａ： 胃部ＭＲＩ－ＤＷＩ扫描图像； Ｂ： 胃部ＭＳＣＴ扫描的图像． ＭＲＩ－ＤＷＩ： 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
ＭＳＣＴ： 多层螺旋计算机断层扫描．

C T机. 检查时, 扫描层面以横断面为主, 扫

分期结果为金标准.

描参数: 120 kV, 180 mA, 视野40.0 cm, 层厚

首先由两名放射科医生分别独立分析CT

1 m m, 矩阵512×512. 扫描范围从膈上食管

图像, 1 wk后在分别独立分析MRI-DWI图像.

下端向下包括整个胃部. M R I检查使用设备

将患者顺序随机排列, 在逐一分析患者图像时,

为Philips3.0T扫描仪, 腹部相控阵表面线圈.

告知观察者胃镜所发现病灶的大致位置. 观察

平扫行T2WI(TR/TE = 1500/80 ms, FOV: 375

者综合MSCT图像或MRI-DWI图像找出病灶

mm, 层厚6.0 mm, 矩阵: 252×174), T1WI同

并进一步进行T分期, 对两名观察者各自的分

反相位(TR/TE = 82/2.3 ms, FOV: 375 mm, 层

析结果分别予以记录, 分析观察者间的一致性.

厚6.0 m m, 矩阵: 252×174), D W I的扫描参

通过讨论对于观察者中存在的分析差异达成

数: 层厚4 mm, TR/TE时间: 7232 ms/52 ms, TI

一致意见后, 作为MSCT或MRI-DWI检查手段

时间: 220 ms, b值选取0 s/mm2及800 s/mm2,

的分期结果.

A

THRIVE: TR/TE = 3.0/1.42 ms, FOV: 375 mm,
翻转角10度, 矩阵: 252×174, 扫完基准像后,
快速静脉注射0.1 m L/k g的钆喷替酸葡甲胺
(Gd-DTPA), 速率为2-3 mL/s, 10 s内注射完毕,
注射同时扫描. 检查过程保证所有患者未出现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给予
数据分析. 分型诊断准确率采用卡方检验; T分
期分析采用McNemar检验. 观察者间一致性分
析采用Kappa检验(优: 0.81-1.00; 良: 0.61-0.80;
中: 0.41-0.60; 一般: 0.21-0.40; 差: 低于0.20).

相关不良反应.

以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2.2 结果评判标准: (1)胃癌分型: 胃癌的分型

2 结果

采用BORRMANN分型法[5], 以手术病理结果
为金标准. Ⅰ型: 息肉型, 胃内有肿块, 胃壁偶

2.1 胃部病灶MRI-DWI与MSCT扫描图像比较
胃部病灶在MRI-DWI扫描的图像上与胃周围

有增厚; Ⅱ型: 局限性溃疡型, 胃内溃疡并伴

与胃腔内充盈的液体对比具有十分明显的高

有胃壁增厚; Ⅲ型: 浸润溃疡型, 胃内溃疡伴有

信号(图1). 在37例T3期病灶在DWI像中呈现出

胃壁增厚, 肿块边缘与正常胃壁界限不清; Ⅳ

“三明治征”, 而这些影像特征明显较增强CT

型: 弥漫浸润型, 胃壁广泛增厚, 胃内无明显肿

图像上有诊断优势, 在增强C T上几乎无法观

块隆起或溃疡形成, 胃癌向胃壁各层呈弥漫性

察到, 但也有5例T3期病灶的“三明治征”在

浸润生长; (2)胃癌T分期: 胃癌TNM分期采用

MRI图像没有显示.

美国癌症联合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2.2 M R I-D W I与M S C T在胃癌术前分型

Cancer, AJCC)的胃癌TNM标准适用于MRI图

诊断的比较 本研究中, 102例胃癌的病理

像: 胃壁黏膜层局灶性明显强化为T1期; 全层

BORRMANN分型中, Ⅰ型8例、Ⅱ型18例、

胃壁局灶或弥漫性增厚, 胃壁浆膜层低信号带

Ⅲ型66例、Ⅳ型10例. M S C T胃癌术前分型

光整为T2期; 侵犯胃周围脂肪组织为T3期; 肿

诊断, Ⅰ型8例、Ⅱ型29例、Ⅲ型55例、Ⅳ

瘤已有明显强化, 周围脂肪层模糊消失且侵蚀

型10例, 其中, 将Ⅲ型14例误诊为Ⅱ型, Ⅱ型

[4]

邻近组织、周围脏器为T4期 . 以病理分型及

WCJD|www.wjgnet.com

目前, MRI-DWI
与多层螺旋计
算机断层扫描
(multislice computed
tomography, MSCT)
均在胃癌术前T
分期诊断中逐渐
推广应用, 在临床
上诊断价值较高,
然而, 关于两种诊
断方法的比较研
究较少, 本研究
通过MRI-DWI与
MSCT在胃癌T分
期诊断中的价值
比较, 希望为临床
提供一定依据.

3例误诊为Ⅲ型, 其他诊断均正确, 诊断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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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MRI-DWI技术对
于胃癌术前T分
期诊断与病理结
果一致性较好,
准确性较高, 并
且简单无创, 值
得在临床上进一
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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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DWI: 是一种新
的磁共振功能
成像技术, 其可
以通过测量梯
度场扩散前后患
者体内组织结构
信号变化的强弱
长度, 以此检测
水分子自由活动
程度和运动的方
向, 后者在一定
程度上间接反映
出患者身体组织
内部的一些微结
构特点与胃癌的
变化情况.

表 1

CT与MRI对胃癌T分期诊断准确率对比表

病理确定例数(n )

CT诊断[n (%)]

含DWI的MRI诊断[n (%)]

ｐＴ１

２９

１２（１２／２９）

２５（２５／２９）

ｐＴ２

２４

１９（１９／２４）

２１（２１／２４）

ｐＴ３

３７

３２（３２／３７）

３４（３４／３７）

ｐＴ４

１２

９（９／１２）

１２（１２／１２）

１０２

７２（７０．５９）

９２（９０．２０）

pT分期

诊断准确率

P值

＜０．０１

ＣＴ： 计算机断层扫描； ＭＲＩ： 核磁共振成像； ＤＷＩ： 弥散加权成像．

率为83.3%(85/102); MRI-DWI胃癌术前分型

周围组织的浸润程度, 难以应用胃癌术前的分

诊断, Ⅰ型8例、Ⅱ型20例、Ⅲ型64例、Ⅳ型

型及T分期诊断. 病理活检是肿瘤分型及分期

10例, 其中, 将Ⅲ型3例误诊为Ⅱ型, Ⅱ型1例

的金标准, 但是其操作方法复杂, 所需时间较

误诊为Ⅲ型, 其他诊断均正确, 诊断准确率为

长, 并且对患者造成创伤. 因此, 探索简单、快

96.1%(98/102), 显著高于MSCT诊断, 差异具有

速和无创的胃癌术前分型及T分期诊断方法具

统计学意义(P = 0.006, P <0.01).

有重要意义.

2.3 MRI-DWI与MSCT在胃癌术前T分期诊断

早期临床工作中, 多数医院主要采用EUS

的比较 术后病理证实: 102例胃癌病灶位于贲

检查进行胃癌T分期诊断. 陈明敏等[8]早在2002

门胃底37例, 胃体10例, 胃窦39例, 胃窦及胃体

年报道, 使用EUS检查术前T分期诊断准确率

16例; 病理类型: 低分化腺癌77例, 中一低分化

高达80.8%, 显著高于术中临床分期诊断, 在术

腺癌14例, 印戒细胞癌7例. 低分化腺癌伴印戒

前评估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胃癌浸润程度可

细胞癌4例: T分期: T1期29例, T2期24例, T3期

由胃壁正常层次结构破坏程度来判定, 但纤维

37例, T4期12例. MSCT检测到72例病灶, MR

化和炎症改变同样可呈低回声, 从而妨碍 EUS

检测到92例病灶. MRI-DWI和MSCT对胃癌T

准确T分期, 使EUS的应用具有一定局限性, 此

分期诊断准确率如表1. 结果显示, MRI-DWI对

外, 其也会对患者造成一定的不适感. 近年来,

胃癌T分期的总体诊断准确率高于MSCT. 对

MSCT也应用于胃癌术前T分期诊断中, 邹子

于各T分期两者的诊断准确率的差异统计学意

仪等[9]报道MSCT在胃癌T分期中诊断准确率

义(P <0.01)(表1). MRI-DWI与手术病理比较:

高, 并应成为胃癌术前检查的常规项目. 但是,

Kappa值 = 0.813, 一致性优; MSCT与手术病理

CT对胃浆膜面侵犯诊断准确性不高.
近年来, MRI技术不断进步, 尤其是一些

比较: Kappa = 0.603, 一致性良.

快速、超快速序列的发明与应用, 使MRI在胃
3 讨论

肠道疾病中的诊断应用越来越广泛, 为胃癌影

胃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消化系恶性肿瘤之一, 其

像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10]. MRI-DWI诊疗手段

发病率在人类常见癌症位于第4位, 其死亡率

就是其中之一, 弥散在人体的生理功能中起到

位于恶性肿瘤第1位[6]. 临床工作中, 早期胃癌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可以反映出人体内较多

通常无典型症状, 大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发展

生理功能的物理过程, 是展现体内物质转运的

为进展期, 手术治疗依然为目前进展期胃癌治

一种方式[11]. MRI-DWI的设计原理是依据布朗

疗的重要手段. 胃癌术前除了明确病变部位以

运动即水分子弥散的不平衡性[12], 通过测量梯

外, 胃癌分型及其T分期可进一步反映病变对

度场扩散前后患者体内组织结构信号变化的

于胃壁、胃浆膜和胃周器官的侵袭状况, 为手

强弱长度, 以此检测水分子自由活动程度和运

[7]

术及预后评估提供依据. 研究 报道, 术前胃癌

动的方向, 后者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反映出患者

分型及其T分期诊断与患者预后及生活质量高

身体组织内部的一些微结构特点与胃癌的变

度相关, 在胃癌治疗中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胃

化情况, 为胃癌的诊断分期提供科学依据 [13].

镜检查在胃癌诊断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其可以

MRI-DWI具有无辐射损伤、扫描范围广, 可全

明确胃癌病变部位, 但并不能反映胃癌病变对

角度成像, 其对软组织结果的分辨率高, 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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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胃全貌, 准确判断癌肿对胃壁及胃周围器官
的侵犯程度, 对胃癌的诊断、分期和术前评估
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14].
此项研究结果显示, 在胃癌分型诊断中,

2

3

M R I-D W I诊断准确率高达96.1%, 显著高于
MSCT诊断准确率(83.3%). 在胃癌T分期诊断
中, MRI-DWI发现T1期胃癌有一定难度, 对其

4

诊断的准确率为86.2%, 原因是MRI无法去完
全分辨胃壁的每一层组织结构, 肿瘤被检出在
很大程度上受肿瘤个体的大小、浸润其他组

5

织的程度及胃壁的强化程度的影响, 而对T2、
T3、T4分期诊断的准确率分别为87.5%、
91.89%和100.0%, 可见看出随着癌肿对外侵犯

6

的不断加深, MRI对其分期的诊断准确率也不
断提升. MRI-DWI对胃癌T分期整体诊断准确
率为90.20%, 高于MSCT的诊断准确率. MRI与
手术病理比较Kappa值 = 0.719, 表明已经取得
较好的一致性. 然而, MRI-DWI在胃癌诊疗中
仍有较多因素限制, 诸如检查时间较长以及随
之而带来的移动伪影、动态增强扫描显示范

7

8

9

围较小等. 相信随着MR成像技术的不断进步

10

和成像方法的不断完善, 以上难点会逐步得到

11

解决[15].
总之, 含DWI的MRI对于胃癌术前临床T

12

分期的评估准确率较高, 为胃癌患者根据病情
所处的阶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和评价预
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3
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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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切实从临床
实际问题出发,
比较了两种影像
学方法在胃癌T
分期诊断中的应
用价值, 设计合
理, 创新性较高,
为临床提供了一
定的依据, 值得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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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组织中乳腺癌易感基因1表达状况与奥沙利铂方案
辅助化疗疗效、预后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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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沙利铂方案辅
助化疗在胃癌中
具有重要的应用
价值, 如何更好
的选择一种预测
指标在避免奥沙
利铂耐药上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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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1 (BRCA1) in gastric
carcinoma tissue, and to analyze its correlation
with curative effect of oxaliplatin-based 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prognosis.
■同行评议者

郑鹏远, 教授, 主
任医师, 博士生导
师, 郑州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消化科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en surgically
treated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who received
oxaliplatin-based adjuvant chemotherapy at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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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ed Police Corps Hospital of Sichuan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1 were included.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was us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BRCA1 expression in
gastric cancer,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RCA1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efficacy
of chemotherapy and prognosis was then
analyzed.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positive expression of BRCA1
vs those with negative expression was 35.9%
vs 60.6% (P < 0.05), the 3-year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rate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 were 30.8% vs 56.3% and 38.5% vs 64.8%,
respectively (P < 0.05).
CONCLUSION: BRCA1 expression in gastric
cancer can be used as a predictive index
for efficacy of oxaliplatin-based 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prognosis in patients after radical operation
for gastric carcinoma.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1; Gastric cancer; Oxaliplatin; Chemotherapy;
Prognosis;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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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胃癌组织中乳腺癌易感基因1
(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1, BRCA1)表
达状况, 并分析其与奥沙利铂方案辅助化疗
疗效、预后的相关性.

类化疗药物耐药性具有相关性[3]. 国内相关研

方法: 选取武警四川总队医院2010-01/201112间110例胃癌根治术后奥沙利铂方案辅
助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取免疫组织化
学方法测定胃癌组织中B R C A1表达, 分析
BRCA1表达与患者的临床疗效与预后的相
关性.

因此, 此次的临床研究重点分析胃癌组织中

结果: BRCA1表达阳性 vs 阴性治疗有效率
35.9% vs 60.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B R C A1表达阳性 v s 阴性患者3年无病生
存(disease-free survival, DFS)率和总生存
(overall survival, OS)率(30.8% vs 56.3%)、
(38.5% v s 64.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胃癌组织中B R C A1表达可以作为胃
癌根治术后患者奥沙利铂方案辅助化疗疗
效的预测指标, 也可作为预后观察的重要
指标.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乳腺癌易感基因１； 胃癌； 奥沙利铂； 化疗；
预后； 相关性

[4]

究 提出, B R C A1在胃癌组织中得到异常的
表达, 但是对于预后指标依然缺乏. 国外有学
者提出, BRCA1可以作为癌症患者化疗后的
预测指标之一, 但是依然缺乏客观的认识 [5,6].
BRCA1表达状况, 并分析其表达与胃癌患者
奥沙利铂方案辅助化疗疗效、预后的相关性,
具体的分析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研发前沿

此次的临床研究
对胃癌患者术后
应用奥沙利铂方
案辅助化疗的预
测指标进行分析,
为以后预测其临
床疗效与预后提
供参考. 研究中
对乳腺癌易感基
因1(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1, BRCA1)
表达状况及其与
临床疗效与预后
进行分析.

1.1 材料 选取武警四川总队医院2010-01/201112间110例胃癌根治术后奥沙利铂方案辅助化
疗患者为研究对象, 男性患者60例, 女性患者
50例, 患者的年龄35-77岁, 平均年龄为60.3岁
±4.5岁. 临床肿瘤-淋巴结-转移(tumor-nodemetastasis, TNM)分期: Ⅱ期患者60例, Ⅲ期患
者50例. 病理类型: 管状腺癌36例, 黏液腺癌30
例, 乳头状腺癌25例, 印戎细胞癌19例.
1.2 方法
1.2.1 治疗: 本组的患者均实施胃癌根治性手
术, 术后3-4 w k实施奥沙利铂方案辅助化疗,
130.0 mg/m2奥沙利铂, 静脉滴注2 h, d1; 1000.0
mg/m2卡培他滨, 2次/d, d1-14. 需要重复1次/3
wk, 均接受2个周期的化疗.
1.2.2 检查: 胃癌组织进行石蜡组织切片处理,
并且采取Envision二步法检测胃癌组织中的

核心提示： 胃癌组织中乳腺癌易感基因1(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1)表达可以作为胃癌
根治术后患者奥沙利铂方案辅助化疗疗效的预
测指标, 也可作为预后观察的重要指标.
林武华． 胃癌组织中乳腺癌易感基因１表达状况与奥沙利
铂方案辅助化疗疗效、预后的相关性． 世界华人消化杂

BRCA1表达状况, 选取肿瘤组织, 给予4.0%甲
醛固定和脱水以及石蜡包埋等方法处理, 常规
切片, 厚度为4.0 μm. 然后, 常规的脱蜡和水化
和抗原修复到处理, 给予3.0%双氧水进行室温
孵育, 给予磷酸盐缓冲液进行冲洗, 加入1∶100
的鼠抗人BRCA1单克隆抗体, 在温室环境下培

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４０－２４４４ URL: http://www.wjgnet.

育处理, 之后给予磷酸盐缓冲液进行冲洗, 最后

com/1009-3079/23/2440.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440

进行DBA显色观察, 苏木素进行对比染色. 同
时, 给予梯度酒精进行脱水和二甲苯透明, 应用
中性树脂封片, 在显微镜下观察. 磷酸盐缓冲液

0 引言

作为一抗阴性对照[7].

胃癌是临床中常见疾病之一, 在临床中具有较

1.2.3 结果判定: B R C A1蛋白阳性定位细胞

高的发病率, 临床中常常采取手术进行治疗,

核 , 且 以 棕 黄 色 为 主 , 结 果 为 阳 性 [8]. 依 据

术后辅以化疗, 从而降低复发, 提高其生活质

免疫反应评估对其染色强度与阳性细胞数

[1,2]

. 铂类化疗药物是胃癌术后辅助化疗的

的百分比进行评估, 染色强度: 0分: 无色; 1

常见药物, 而乳腺癌易感基因1(breast cancer

分: 淡黄色; 2分: 棕黄色; 3分: 深棕色. 阳性

susceptibility gene 1, BRCA1 )是铂类化疗药物

细胞百分比评分: 0分: 阳性细胞计数<5.0%;

所导致细胞D N A损伤的修复基因, 与肿瘤铂

1分: 阳性细胞计数5.0%-25.0%; 2分: 阳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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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临床中已有研究
显示BRCA1表达
与癌症化疗疗效
具有一定的联系,
可以作为临床疗
效预测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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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此次的临床研究
阐述了胃癌组织
中BRCA1表达状
况, 并且详细的
分析其表达对奥
沙利铂方案辅助
化疗的疗效与预
后影响, 总结出
其临床应用的优
越性.

A

B

图 1

BRCA1蛋白在胃癌组织中表达(×200). Ａ： 表达阴性； Ｂ： 表达阳性． ＢＲＣＡ１： 乳腺癌易感基因１．

表 1

BRCA1表达与化疗疗效关系

分组

n

CR

PR

PD

SD

有效率n (%)

ＢＲＣＡ１表达阳性

３９

８

６

１５

１０

１４（３５．９）

ＢＲＣＡ１表达阴性

７１

１８

２５

１８

１０

４３（６０．６）

2

χ值

７．３９１

Ｐ值

＜０．０５

ＢＲＣＡ１： 乳腺癌易感基因１； ＣＲ： 完全缓解； ＰＲ： 部分缓解； ＰＤ： 稳定； ＳＤ： 进展．

表 2

BRCA1表达与化疗后3年生存状况关系 n (%)

2

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采取χ 检验, 组间差异
采取Log-rank法进行检验, Cox回归模型进行

分组

n

DFS率

OS率

ＢＲＣＡ１表达阳性

３９

１２（３０．８）

１５（３８．５）

ＢＲＣＡ１表达阴性

７１

４０（５６．３）

４６（６４．８）

2

χ值

－

Ｐ值

－

９．３７２
＜０．０５

１０．４３５
＜０．０５

ＢＲＣＡ１： 乳腺癌易感基因１； ＤＦＳ： 无病生存； ＯＳ： 总生存．

细胞计数26.0%-50.0%; 3分: 阳性细胞计数
51.0%-75.0%; 4分: 阳性细胞计数在75.0%以

多因素分析,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BRCA1蛋白表达状况 110例胃癌组织中,
BRCA1蛋白表达阳性39例, 阴性71例(图1).
2.2 B R C A1表达与化疗疗效关系 B R C A1表
达阳性治疗有效率为35.9%, B R C A1表达阴
性治疗有效率为60.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表1).

上. 染色强度与阳性细胞计数评分乘积在2分

2.3 B R C A1表达与化疗后3年生存状况关系

或者2分以上为阳性, 乘积在2分以下为阴性.

BRCA1表达阳性患者3年DFS率和OS率均明

1.2.4 观察指标: 以患者手术时间作为生存时

显的低于BRCA1表达阴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间起点, 而以患者疾病复发或者死亡以及相

(P <0.05)(表2).

关并发症作为重点事件. 观察指标无病生存

2.4 化疗后3年OS的Cox多因素分析 肿瘤分化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与总生存(overall

程度和BRCA1表达状况均是化疗后3年OS的

survival, OS)以及化疗临床疗效.

危险因素(表3).

1.2.5 疗效评定: 依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
■应用要点

本研究在以后的
临床应用价值高,
总结出胃癌组织
中BRCA1表达状
况对以后患者化
疗药物的选择和
疗效预测具有一
定的优势.

(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
[9]

3 讨论

RECIST)进行评估 , 分为完全缓解(complete

胃癌在临床中属于常见疾病, 临床中常常采取

response, CR)、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手术治疗, 术后辅以化疗, 从而改善患者的临

PR)、稳定(progression disease, PD)和进展

床症状, 并提高其生活质量. 奥沙利铂是胃癌

(stable disease, SD). 治疗有效率 = CR%+PR%.

术后化疗的常见药物, 主要作用靶点是DNA,

统计学处理 采取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

并且与细胞D N A发生相互结合, 从而形成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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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名词解释

化疗后3年OS的Cox多因素分析

2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χ 值

P值

OR(95%CI)

肿瘤分化程度

０．５３１

０．２７１

４．３２７

０．０３４

１．４２４（１．０３４－２．３４１）

ＢＲＣＡ１表达状况

０．５５２

０．２６９

５．３１８

０．０１３

１．７２５（１．２１２－２．６６２）

因素

预后: 指预测疾
病的可能病程和
结局; 无病生存:
指从随机化开始
至疾病复发或由
于疾病进展导致
患者死亡的时间.

ＢＲＣＡ１： 乳腺癌易感基因１； ＯＳ： 总生存．

内或者链间DNA加合物, 最终导致DNA损伤
[10,11]

与复制障碍, 诱导细胞死亡

[12]

. 临床资料 显

示, 胃癌根治术后辅以化疗后生存率明显的高
于单纯手术的效果. 因此, 临床中如何有效的

5
6

选择标志物进行预测奥沙利铂方案治疗胃癌
的效果在临床中具有重要的意义[13].

BRCA1 属于抑癌基因, 该基因的表达产

7

物常常与核苷酸剪切修复, 尤其在铂类药物所

8

导致的肿瘤细胞DNA损伤修复过程中起到关

9

键性的作用[14-16]. BRCA1 基因的功能缺失或者
突变会引起肿瘤细胞对导致DNA断裂化疗药

10

物产生耐药性, 使得铂类药物耐药 [17-19]. 经过
此次的临床研究分析, 胃癌组织中其BRCA1
呈现高表达, 且与奥沙利铂方案化疗的临床疗

11

效和预后有着密切的联系. 数据显示, BRCA1
表达阳性与阴性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比较

1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进一步说明临床中可以将
BRCA1表达状况进行预测奥沙利铂方案化疗

13

的临床疗效[20-22]. 数据还显示, BRCA1表达阳
性与阴性患者化疗3年的DFS率和OS率比较差

14

异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胃癌组织中BRCA表达
与奥沙利铂方案化疗患者的预后有着密切的

15

联系 [23-26]. 经过化疗后3年OS的Cox多因素分
析, BRCA1表达状况均是化疗后3年OS的危险

16

因素. 说明BRCA1可以作为胃癌患者应用奥沙
利铂方案化疗预后的指标[27-30].
总之, 胃癌组织中BRCA1表达与胃癌根治

17

术后奥沙利铂方案辅助化疗的疗效、预后具
有紧密的联系, 可以作为预测的指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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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背景资料

AIM: To understand the self-care ability
and self-care intention of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fter surgery, and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nurse-pati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in graded nursing.
METHODS: Self-care ability evaluation scale
and self-designed fundamental nursing menu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73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fter surgery
coming from two general hospitals about
their self-care ability, self-care intention and
recognition of menu.

我国分级护理制
度始于1954年,
建立分级护理制
度, 能切实反映
患者临床护理需
求, 指导合理安
排护理人力资源.
自创立以来, 该
制度在提高医疗
护理质量、规范
护士行为、促进
患者康复中起重
要作用.

RESULTS: The primary care level lacked
the dynamic evaluation of self-care ability.
The secondary care level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atients’ self-care ability
was not enough. The patients with ability
to care for severe dependence had self-care
intention. The self-care intentions of patients
with ability to care for mild dependence
differed. Fundamental nursing menu could
satisfy the desire of the patients involved in
nursing.
CONCLUSION: Evaluating self-care ability
when executing the system of graded nursing
is necessary. We should respect the wishes of
patients involved in nursing. Fundamental
nursing menu could express the patient's selfcare intention well. Application of nursepati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in graded nursing
is feasible.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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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卡, 副主任护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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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随着护理模式的
转变, 现行分级
护理制度在执行
中存在护理级别
与患者病情、自
理能力吻合不够,
护理措施不能完
全满足患者需求
等问题, 导致护
理质量滑坡, 如
何准确评估患者
自理能力、正确
认识患者自我护
理需求成为护理
研究的焦点.

Key Words: Nurse-pati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Graded nursing
system; Menu

级别与患者病情、自理能力吻合不够, 护理措

Luo CF, Lv F, Zhang M, Zhu JH, Zhai QL. Application
of nurse-patient cooperation strategy in postoperative
graded nursing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5; 23(15): 2445-2449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445.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445

理需求, 又是实施有效分级护理的关键. 本研

施不能完全满足患者实际需求等不足[1], 而准
确评估患者自理能力、正确认识患者自我护
究将患者选择“菜单”引入基础护理, 即通
过护士测评患者自理能力和制定基础护理菜
单、患者选择希望自我护理内容的菜单, 了解
分级护理中不同级别患者的自理能力、自我

摘要
目的: 了解胃癌患者术后分级护理中的自理
能力与自我护理意愿现状, 探讨护患合作策
略在分级护理中的应用.
方法: 采用自理能力测评量表、自行设计的
“基础护理菜单”问卷, 对73例胃癌患者术
后7 d内的自理能力、自我护理意愿、“菜
单式”基础护理认可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 (1)一级护理级别认定缺乏自理能力的
动态评估; (2)二级护理级别认定与患者的自
理能力吻合不够; (3)自理能力重度依赖的患
者有自我护理意愿; (4)自理能力轻度依赖的
患者自我护理意愿高低不等; (5)“菜单式”
基础护理能满足患者参与护理的愿望.
结论: 执行分级护理制度时需要动态评估自
理能力, 同时应尊重患者参与护理的意愿.
“菜单式”基础护理能较好表达患者的自
我护理意愿, 护患合作参与分级护理的模式
具有可行性.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护患合作策略； 胃癌患者； 分级护理； 菜单

护理意愿现状, 探讨护患合作策略在分级护理
中的可行性. 现将调查情况汇报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2014-06/2014-09江苏大学附属医
院、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胃癌术后符
合纳入排除标准的住院患者73例. 纳入标准:
(1)经胃镜病理检查确诊为胃癌; (2)手术类型
为开腹手术; (3)无认知障碍; (4)愿意配合调查.
排除标准: (1)手术类型为腹腔镜手术; (2)有认
知异常或精神障碍; (3)拒绝参与调查. 73例患
者中, 男性40例, 女性33例; 年龄50-81岁, 平均
年龄60.51岁.
1.2 方法
1.2.1 自理能力测评量表: 按照2013年卫计委发
布的关于护理分级的规定[2], 采用Brathel指数
评定量表对患者进食、洗澡、修饰、穿衣、
大便控制、小便控制、如厕、床椅转移、平
地行走、上下楼梯10项日常生活活动进行评
分, 总分100分. 依据评分将患者生活自理能力
分为4个等级: ≤40分为重度依赖, 全部需要他
人照护; 41-60分为中度依赖, 大部分需要他人
照护; 61-99分为轻度依赖, 少部分需要他人照
护; 100分为无需依赖, 无需他人照护.

核心提示： 执行分级护理制度时需动态评估患
者自理能力, 同时应尊重患者自我护理意愿.
“菜单式”基础护理能较好表达患者自我护理
意愿, 护患合作分级护理模式具有可行性.
■相关报道

以往的报道主要
集中于医护合作
分级护理模式的
研究. 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 患
者对护理质量的
要求越来越高,
不同护理级别的
患者对护理服务
有不同程度的自
我护理需求, 患
者参与分级护理
的可行性及方式
值得探讨.

罗彩凤， 吕妃， 张敏， 朱菊华， 翟巧玲． 护患合作策略在

1.2.2 “基础护理菜单”问卷: 以《住院患者
基础护理服务项目(试行)》为指导 [3], 将文件
中的17项基础护理项目作为“菜单”问卷初
选条目. 选择12名在普外科2个病区工作10年
以上的资深护师对条目进行两轮咨询. 考虑

胃癌患者术后分级护理中的应用． 世界华人消化杂

菜单的实际可行性, 建议删除“留置导尿管

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４５－２４４９ URL: http://www.wjgnet.

护理”、“压疮的预防和护理”、“安全护

com/1009-3079/23/2445.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445

理”、“失禁护理”4个条目, 将“翻身及有
效咳嗽”改为“翻身”, “床上使用便器”改
为“如厕”; 考虑活动对胃癌患者术后恢复

0 引言

的重要性, 建议添加“下床活动”条目. 两轮

现行分级护理制度是保障我国护理质量的核

咨询结束后, 最终确定14个“菜单”条目, 包

心制度之一, 但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护理

括床上翻身、床上移动、下床活动、洗脸梳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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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刷牙、洗头、洗脚、擦拭身体、会阴护

一半的患者仍为一级护理, 而部分患者自理能

理、穿脱衣服、进食进水、修剪指趾甲、如

力为中度依赖, 术后第6、7天, 约1/4的患者仍

厕、整理床单位.

为一级护理, 部分患者的自理能力为中度依赖

1.2.3 患者参与分级护理意愿问卷: 共4个条目,

与轻度依赖, 这与一级护理的分级标准不完全

每个条目设置肯定与否定两选项, 选择否定选

相符, 分析其原因, 自术后第4天起, 部分胃癌

项时需简单说明理由.

患者已经可以下床活动, 自理能力逐渐提高,

1.2.4 护理评估: 从胃癌患者术后第1天统计至

但护理级别并没有随患者自理能力的变化而

第7天. 研究者记录患者当天的护理级别; 责任

动态调整.

护士采用Brathel指数评定量表测评患者当天

3.1.2 二级护理级别认定与患者的自理能力吻

的自理能力等级; 研究者向患者解释调查目的,

合不够: 2013年的分级护理规定: 二级护理患

征得同意后, 指导患者根据意愿选择当天希望

者的自理能力是中度依赖或轻度依赖[2], 本次

自我护理的菜单内容. 护士评估自理能力与患

调查的术后4-7 d中, 二级护理胃癌患者的自

者选择菜单内容分开进行, 互不干扰. 术后第7

理能力多集中在中度依赖与轻度依赖, 术后第

天, 研究者指导患者填写参与分级护理意愿调

6、7天, 个别患者的自理能力为无需依赖, 分

查问卷.

析其原因, 患者年龄相对轻, 术后恢复较快, 但

统计学处理 将数据输入SPSS18.0软件, 统

也反映出医生开具二级护理医嘱时带有随意

计每天不同护理级别人数、各等级的自理能

性和经验性[4]. 如何根据中度依赖和轻度依赖

力人数、“菜单”问卷各条目被选择的人次

情况给予相应的基础护理有待探索, 有学者提

数, 统计患者参与分级护理意愿问卷中每个条

出在护理级别的基础上划分自理能力等级[5-7],

目和选项被选择的次数, 计算百分比或百分率.

或在护理分级的基础上尊重患者的意愿[1], 这

■创新盘点

本研究设计“菜
单式”基础护理
内容. 通过对胃癌
患者术后护理级
别、自理能力、
自我护理意愿调
查提出, 在执行分
级护理制度时应
动态评估患者自
理能力, 同时尊重
患者自我护理意
愿, “菜单式”基
础护理能表达患
者的自我护理意
愿, 护患合作分级
护理模式具有可
行性.

些形式值得探讨.
2 结果

3.2 不同自理能力患者的自我护理意愿不同

2.1 胃癌术后7 d中一级护理患者自理能力、菜

3.2.1 自理能力重度依赖的患者有自我护理意

单选择结果 对胃癌术后7 d中一级护理患者的

愿: 表1数据显示, 术后第1至3天, 所有胃癌患

自理能力测评结果没有“无需依赖”者, 其一

者的自理能力被评定为重度依赖, 认为生活全

级护理胃癌患者术后的自理能力与菜单选择

部需要他人照护, 但患者的菜单选择率仍在

情况如表1.

11.2%-20.1%. 调查中发现, 选择次数较多的是

2.2 胃癌术后7 d中二级护理患者自理能力、

床上翻身、床上移动、梳头等, 说明这部分患

菜单选择结果 自术后第4天起医嘱中有二级

者虽然因手术切口、治疗限制等暂不能自理,

护理, 对术后第4-7天中二级护理患者的自理

但能意识到自我护理对术后恢复的重要性, 参

能力测评结果没有“重度依赖”者, 有3例是

与护理的态度积极, 在某些方面的自我护理意

“无需依赖”者, 其二级护理胃癌患者术后的

愿较强.

自理能力与菜单选择情况如表2.

3.2.2 自理能力轻度依赖的患者自我护理意愿

2.3 患者对参与分级护理意愿的调查结果 患者

高低不等: 表1、表2数据显示, 自理能力轻度

对参与分级护理意愿的调查如表3.

依赖的患者其菜单选择率在63%左右, 说明部
分自理能力轻度依赖的患者自我护理意愿并

3 讨论

不高. 多数患者自觉术后病情严重或因家属的

3.1 不同护理级别患者的自理能力现状

过多关心, 导致被动性护理增加, 过度依赖护

3.1.1 一级护理级别认定缺乏自理能力的动态

士或家属的基础护理, 不愿尝试稍有难度的自

评估: 2013年卫计委关于护理分级的规定: 确

我护理[8]; 部分患者因害怕身上的引流管在活

定患者护理级别的依据是病情和自理能力, 一

动中会脱出而不愿多下床活动. 综上, 相同自

[2]

级护理患者的自理能力是重度依赖 . 表1数据

理能力的患者其自我护理意愿也有所不同, 护

显示, 一级护理下, 自理能力重度依赖的胃癌

士在测评自理能力的同时应考虑患者自我护

术后患者占大多数, 说明一级护理的评定与患

理的意愿.

者的自理能力大部分吻合. 术后第4天开始, 约

3.3 “菜单式”基础护理能满足患者参与护理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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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研究深入了解
了胃癌患者术后
护理级别、自理
能力与自我护理
意愿现状, 探讨了
护患合作策略在
分级护理中应用
的可行性, 对临床
护理实践有指导
意义. “菜单式”
基础护理可行性
强, 在临床中应用
前景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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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分级护理: 是指
患者在住院期间,
医护人员根据患
者病情和/或生
活自理能力, 确
定并实施不同级
别的护理, 并根
据患者情况变化
进行动态调整.
护理级别分为特
级、一级、二
级、三级护理.
其中, 特级护理
要求最高, 三级
护理要求最低.

表 1

胃癌术后7 d中一级护理患者的自理能力与菜单选择结果

术后

n

重度依赖人数

第１天

７３

７３

１１．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第２天

７３

７３

１７．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菜单选择率(%)

中度依赖人数

菜单选择率(%)

轻度赖人数

菜单选择率(%)

第３天

７３

７３

２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第４天

６２

５１

２２．５

１１

３５．０

０

０．０

第５天

４８

３０

２３．５

１８

４８．８

０

０．０

第６天

２１

９

２３．８

９

４７．６

３

６１．９

第７天

９

３

２１．４

５

４８．５

１

６４．２

统计１ ｄ内相同自理能力患者可选择的菜单项目总数和实际选择的人次数， 前者除后者得菜单选择率．

表 2

胃癌术后第4-7天中二级护理患者的自理能力与菜单选择结果

术后

n

中度依赖人数

菜单选择率(%)

轻度依赖人数

菜单选择率(%)

无需依赖人数

菜单选择率(%)

第４天

１１

９

４２．８

２

６４．２

０

０．０

第５天

２５

２１

４４．９

４

６２．５

０

０．０

第６天

５２

４５

５２．７

６

６４．３

１

９２．８

第７天

６４

５０

５２．３

１２

６３．７

２

９２．８

表 3

患者对参与分级护理意愿的调查情况 (n = 73)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愿意

５９

８０．８

不愿意

１４

１９．２

６４

８７．７

９

１２．３

认可

５６

７６．７

不认可

１７

２３．３

能

５４

７４．０

不能

１９

２６．０

您是否愿意参与到分级护理的决策中

您是否希望护士在护理过程中考虑您自我护理的意愿
希望
不希望
您是否认可“菜单式”基础护理

您认为“菜单式”基础护理能否满足您自我护理的意愿

的愿望 表3数据显示, 80.8%患者愿意参与分级

自我护理意愿, 帮助患者在参与中提升自理能

护理决策, 19.2%患者不愿意, 不愿意的原因主

力[15]. “菜单式”基础护理方式获76.7%患者

要对分级护理内容不了解、对自身病情认识

认可, 认为该方式能满足其自我护理的愿望. 通

不足、参与决策需承担较高的医疗风险等. 但

过护士列出菜单、患者选择菜单这种护患合

有87.7%患者希望护士在护理过程中考虑其自

作的方式, 护士能很好地了解到患者的自我护

[9]

我护理意愿, 这与叶旭春等 、闫燕等

[10]

及魏

理需求, 从而满足不同患者的个体化护理需要.

畅等 的调查结果一致. 欲提供高质量的基础

本研究表明, 执行分级护理制度, 除了关

护理服务, 仅依据现行分级护理原则是远不能

注患者病情外, 需要对自理能力进行动态评估.

[11]

[12]

满足患者的不同需要 , 卧床患者希望自理, 不

在考虑病情和自理能力的同时, 还应尊重患者

同护理级别的患者对护理服务均有不同程度

参与护理的意愿. “菜单式”基础护理能较好

的自我护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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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实施, 因此, 我们认为由医生下达护理

7

级别医嘱, 护士测评患者自理能力并列出护
理“菜单”、患者选择希望自我护理的“菜

8

单”、护患共同完成“菜单”项目的护患合

9

作分级护理模式具有可行性, 值得进一步推广
和探讨.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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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设计合理, 符
合医学伦理要求,
护理实践符合国
家卫计委的护理
标准和规范, 调查
方法可靠, 指标客
观、真实, 结论对
临床护理实践具
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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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指标在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诊断中的价值
杨 晴， 颜迎春， 张明香， 刘丹阳， 辛晓丽
■背景资料

肝纤维化是慢性
肝病发展为肝硬
化的共同病理过
程, 是可逆的, 而
一旦发展为真正
意义的肝硬化则
是不可逆的. 因
此肝纤维化的正
确诊断具有重要
临床意义. 目前
肝穿刺病理学诊
断仍是肝纤维化
诊断的金标准,
但因其创伤性以
及患者依从性差
等临床应用受到
限制. 因此非创
伤性诊断的研究
日益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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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同行评议者

高润平, 教授, 吉
林大学第一医院
肝胆胰内科; 胡国
信, 主任医师, 副
教授, 北京大学深
圳医院

AIM: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blood indicators
in diagnosing liver fibr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patitis B (CHB).
METHODS: Clinical data for 522 patients
with CHB who received liver biopsy at the
Sixth People’s Hospital of Shenyang city
were collected. Thes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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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ed to a model group (n = 313) and a
validation group (n = 209). In the model group,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factors independently correlated
with liver fibrosis stage (S), and a diagnostic
model was then established. The model was
also applied to the validation group to test its
accuracy.
RESULTS: In the four indicators for liver
fibrosis, hyaluronic acid (HA) and collagen
type Ⅳ (CⅣ) were correlated with liver
fibrosis stage. Platelet count (PLT) (OR =
0.227), γ-glutamyl transferase (GGT) (OR =
1.515), albumin (Alb) (OR = 0.438) and age
(OR = 1.204) were independently correlated
with liver fibrosis stage. The values of the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ROC) of the model based on these
four independent factors in diagnosing S2-4,
S3-4 and S4 (early liver cirrhosis) were 0.901,
0.904 and 0.893, respectively. Taking 0.040,
0.051 and 0.060 as cut-off values, 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82.5%
and 85.4%, 84.3% and 82.5%, and 88.0% and
77.4%, respectively. The accuracy was 83.3%,
83.0%, and 79.2%, respectively. AUROC for
the validation group was similar to that for the
model group.
CONCLUSION: The model based on PLT,
GGT, Alb and age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liver
fibrosis and early liver cirrhosis.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Liver fibrosis; Chronic hepatitis B;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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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肝纤维化诊断主要靠肝穿组织学检查, 因其

摘要
目的: 评价血液指标在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 CHB)肝纤维化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选择入院并进行肝活检的C H B患者
522例. 在模型组(313例)利用Logistic回归分
析等构建预测模型, 并在验证组(209例)中检
验模型的价值.

■研发前沿

目前肝纤维化非
创伤性诊断主要
集中在血清学和
影像学方面, 而
综合多项临床和
生化指标建立预
测模型仍是国内
外研究的热点.

创伤性等原因临床应用受到限制. 因此非创
伤性诊断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 其中临床最
常应用的间接指标有血常规和肝功能等, 直
接指标有透明质酸(hyaluronic acid, HA)、层
黏蛋白(laminin, LN)、Ⅲ型前胶原氨基末端
肽(precollagen Ⅲ N-terminal peptide, PⅢP)、
Ⅳ型胶原(collagen type Ⅳ, CⅣ)(肝纤维化4
项指标). 但尚无任何单项指标能准确地反映

结果: 在模型组, 肝纤维化4项指标中透明质
酸(hyaluronic acid, HA)、Ⅳ型胶原(collagen
type Ⅳ, CⅣ)与肝纤维化分期相关. 其他指
标中血小板(platelet, PLT)(OR = 0.227)、γ-谷
氨酰转肽酶(γ-glutamyl transferase, GGT)(OR
= 1.515)、血清白蛋白(albumin, Alb)(OR =
0.438)和年龄(OR = 1.204)是与肝纤维化分
期相关的独立指标. 以此4项指标建立的模
型诊断S2-4、S3-4、S4的ROC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ROC)为0.901、0.904、0.893. 分别
取界值为0.040、0.051、0.060时, 灵敏度和
特异度为82.5%和85.4%、84.3%和82.5%、
88.0%和77.4%, 准确率为83.3%、83.0%、
79.2%. 验证组的AUROC与模型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肝纤维化程度[1,2]. 本文以肝活检为对照, 建立

结论: 基于血液指标PLT、GGT、Alb和年龄
建立的模型能较准确检测肝纤维化和早期
肝硬化, 减少肝活检的数量.

1.2.1 组织学检查: 在B超定位后, 采用16G肝穿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肝纤维化； 慢性乙型肝炎； 诊断

诊断模型, 评判间接指标与直接指标的诊断
价值.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病例来自2003-04/2009-08入住沈阳市
第六人民医院并进行肝活检的慢性乙型肝炎
(chronic hepatitis B, CHB)患者, 诊断符合2000
年全国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标准[3], 排除: (1)
同时或重叠感染其他嗜肝病毒染者; (2)合并脂
肪性等其他种类肝病以及失代偿期肝硬化和
肿瘤者; (3)合并与肝外肝纤维化相关的疾病;
(4)近期应用影响凝血功能的药物等. 以符合条
件的522例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针针吸活检, 吸取的肝组织以40 g/L甲醛溶液
固定, 石蜡包埋切片, 进行HE染色、Masson三
色染色和或浸银染色. 病理诊断由3位有经验
的病理医师阅片, 按照方案[3]进行诊断.
1.2.2 血液检查: 于肝穿刺前1 wk内清晨空腹
采集静脉血. 共检测28项指标, 包括: 血小板

核心提示： 本文以慢性乙型肝炎肝活检为对
照, 通过血液相关指标标血小板(platelet)、γ谷氨酰转肽酶(γ-glutamyl transferase)和白蛋白
(albumin)和年龄建立了简单的肝纤维化预测模
型, 可以较准确地预测乙型肝炎肝纤维化和早
期肝硬化, 为临床提供一种经济实用的肝纤维
化诊断方法.

(platelet, PLT)、红细胞计数(red cell count,
RBC)、白细胞计数(white cell count, WBC)、
血红蛋白含量(hemoglobin content, HB)、丙
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 S T)、γ-谷氨酰转肽酶(γ-g l u t a m y l
t r a n s f e r a s e, G G T)、碱性磷酸酶(a l k a l i n e

杨晴， 颜迎春， 张明香， 刘丹阳， 辛晓丽． 血液指标在慢

phosphatase, ALP)、胆碱酯酶(cholinesterase,

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诊断中的价值． 世界华人消化杂

C H E)、白蛋白(a l b u m i n, A l b)、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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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目前已有较多的
模型用于预测肝
纤维化, 但主要
是针对慢性丙型
肝炎, 针对慢性
乙型肝炎肝纤维
化的模型较少,
有些模型中指标
检测复杂或费用
昂贵, 临床难以
推广.

(globulin, Glb)、白球比(A/G)、总胆红素(total

例(9.2%); 纤维化程度分期: S0: 95例(18.2%)、

bilirubin, TBil)、总胆汁酸(total bile acid,

S1: 140例(26.8%)、S2: 105例(20.1%)、S3: 98

TBA)、肌酐(creatinine, Cr)、尿素氮(blood

例(18.8%)、S4: 84例(16.1%). 522例随机分

urea nitrogen, BUN)、尿酸(uric acid, UC)、血

为模型组(313例)和验证组(209例), 两组间性

糖(glucose, Glu)、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别、年龄、纤维化分期构成比和主要血液指

CHOL)、甘油三酯(triglyceride, TG)、载脂蛋

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白A1(apo-lipoprotein A1, Apo-A1)、Apo-B、

2.2 各指标与肝纤维化分期的相关性 包括性

H A、L N、PⅢP、CⅣ、乙型肝炎病毒e抗

别、年龄、血液等30项指标. 其中, 性别以

原(hepatitis B virus e antigen, HBeAg)、乙

“男” = 1、“女” = 2, HBeAg以“阴性” =

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hepatitis B virus

0、“阳性” = 1赋值. Spearman相关分析提示:

desoxyribonucleic acid, HBV DNA)载量. 血

纤维化分期与炎症分级具有显著相关性(r =

细胞计数采用美国雅培公司CELL-DYN1800

0.913, P = 0.000), 若控制炎症分级对纤维化程

型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肝功生物化指

度的影响, 经偏相关分析得出与肝纤维化分期

标采用美国Abbott公司生产的全自动生物化

相关的指标12项, 结果如表1.

学分析仪; HBV血清学标志物采用ELISA法,

2.3 肝纤维化相关指标分组比较及其诊断

采用KHBST360酶标仪; HBV DNA定量采用

价值 在模型组, S0(n = 57)、S1(n = 84)、

PCR法, 仪器为美国MJ公司生产的Opticon基

S2(n = 63)、S3(n = 59)、S4(n = 50). 经比

因扩增仪, 试剂由深圳匹基公司提供. H A、

较S1与S0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有A l b、

L N、PⅢP、CⅣ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 试剂

A S T、G G T 3项, A U R O C分别为0.681、

盒由上海海军军医研究所提供.

0.673、0.669, 均低于0.70, 诊断价值均较

1.2.3 模型的建立: 利用单变量分析和Logistic

低. S2与S0-1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5

回归分析分别建立单纯由间接相关指标构

项, 仅PLT的AUROC>0.70(0.743). S3与S0-2

成的模型M以及含有直接相关指标的模型

以及S4与S0-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

F, 并与张文胜等 [4]建立的模型F i b r o i n d e x进

A U R O C>0.70的指标有多项. 若将S0-1组合

行比较, F i b r o i n d e x = -6.290+1.678×l n(年

并, S2-4定义为明显纤维化组, 两组间各项指

龄)-1.786×ln(PLT)+1.177×ln(GGT)+1.019

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其AUROC最高的是

×ln(HA).

PLT(表1).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

2.4 模型的建立 将上述S2-4与S0-1组间差异

分析. 计量数据采用mean±SD(正态分布)或中

有统计学意义的间接相关指标以及包含有

位数(四分位数, P25-P75, 非正态分布)表示. 组

H A、ⅣC的血液相关指标分别作为解释变

间比较采用t 检验(正态分布)或Mann-Whitney

量, 进行向前Logistic回归分析, 分别建立模型

U 非参数检验(非正态分布). 双因素相关分析

(回归方程)M和F. 其中, M = 5.033+0.186ln(年

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及偏相关分析, 多因素

龄)-1.482ln(PLT)+0.416ln(GGT)-0.826ln(Alb),

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 诊断

F = 4.482-1.592l n(P LT)+0.536l n(G G T)-

价值采用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receiver

1.075l n(A/G)+1.334l n(H A); P = E X P(y)/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ROC)进行评

[1+EXP(y)]. 相关参数如表2, 3.

价. AUROC比较采用正态性Z 检验. P <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5 模型价值分析 根据M和F的回归方程计算
每个样本的预测概率(P ), 以此分别绘制纤维
化各分期的ROC曲线, 然后根据AUROC进行

2 结果

诊断价值的评价, 结果如表4. 可见模型M、

2.1 一般资料 522例患者中男性411例(78.7%),

模型F和本文验证的模型Fibroindex三者诊断

HBV感染时间中位数为8(1-28)年, 家族史阳性

S2-4、S3-4、S4的A U R O C差异均无统计学

为232例(44.3%). 肝组织镜下可供评价的汇管

意义(图1). 本文验证的Fibroindex的AUROC

区数量均>5个. 炎症分级G1: 154例(29.5%)、

为0.882、0.886、0.867, 与张文胜等 [4] 模型

G2: 122例(23.4%)、G3: 198例(37.9%)、G4: 48

Fibroindex模型组的AUROC(0.873、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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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新盘点

模型组313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液指标与肝纤维化分期的偏相关分析及组间比较

参数

rp

数值

年龄（岁）
９

S0-1与S2-4比较及AUROC

P值

２６．０（２１．０－２８．０）

０．１７４

０．００１

统计量

P值

AUROC

Ｚ ＝ －６．４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７１６

１７６．８±３５．０

－０．２３８

０．０００

ｔ ＝ １２．６７３

０．０００

０．８４１

天冬氨酸转氨酶（ＩＵ／Ｌ）１

３９．０（３０．０－６８．０）

０．１３３

０．０２０

Ｚ ＝ －４．５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５

１

２０．０（１３．０－３４．０）

０．２０１

０．０００

Ｚ ＝ －８．９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７９１

１５０．０（１１８．０－１９５．０）

０．２１８

０．０００

Ｚ ＝ －４．５９７

０．０００

０．６５３

白蛋白（ｇ／Ｌ）１

４６．４（４４．９－４７．８）

－０．３２４

０．０００

Ｚ ＝ －８．４７１

０．０００

０．７８１

１

２７．９（２３．４－２９．７）

０．２８９

０．０００

Ｚ ＝ －５．７８６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１

１．８±０．３

－０．２９０

０．０００

ｔ ＝ ９．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７６４

总胆红素（μｍｏｌ／Ｌ）１

１３．８（１０．５－１９．５）

０．１１３

０．０４７

Ｚ ＝ －４．９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６６３

载脂蛋白Ａ１（ｇ／Ｌ）１

１．４（１．２－１．６）

－０．１０９

０．０４８

Ｚ ＝ －３．３４９

０．００１

０．６３１

血小板计数（１０ ／Ｌ）
γ－谷氨酰转肽酶（ＩＵ／Ｌ）
碱性磷酸酶（ＩＵ／Ｌ）１
球蛋白（ｇ／Ｌ）

白蛋白／球蛋白

１

透明质酸（ｎｇ／ｍＬ）

８１．４（５８．３－１００．３）

０．２４８

０．０００

Ｚ ＝ －６．７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７２１

Ⅳ型胶原（μｇ／Ｌ）１

４５．８（４０．２－５６．１）

４０．２６１

０．０００

Ｚ ＝－６．０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６８３

本文以慢性乙
型肝炎肝活检
为对照, 通过
血液相关指标
血小板(platelet,
PLT)、γ-谷氨酰
转肽酶(γ-glutamyl
transferase,
GGT)和白蛋白
(albumin, Alb)和
年龄建立了肝纤
维化预测模型, 能
较准确地预测乙
型肝炎肝纤维化
和早期肝硬化, 具
有临床实际意义.

１

采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Ｐ２５－Ｐ７５）表示； ｒ ｐ 为偏相关系数． ＡＵＲＯＣ：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

表 2

模型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间接相关指标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指标

B

S.E.

Wald

Sig.

Exp(B)(95%CI)

年龄

０．１８６

０．０８２

５．０９４

０．０２４

１．２０４（１．０２５－１．４１４）

－１．４８２

０．２２３

４４．２５４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７（０．１４７－０．３５２）

０．４１６

０．１５０

７．６６０

０．００６

１．５１５（１．１２９－２．０３４）

－０．８２６

０．２０１

１６．９７６

０．０００

０．４３８（０．２９６－０．６４８）

５．０３３

１．０５５

２２．７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５３．３８７

血小板计数
γ－谷氨酰转肽酶
白蛋白
常数

表 3

模型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液相关指标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指标
血小板计数
γ－谷氨酰转肽酶
白蛋白／球蛋白

B

S.E.

Wald

Sig.

Exp(B)(95%CI)

－１．５９２

０．２４０

４４．０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３（０．１２７－０．３２６）

０．５３６

０．１５６

１１．８０９

０．００１

１．７１０（１．２５９－２．３２２）

－１．０７５

０．２５１

１８．３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３４１（０．２０９－０．５５８）

透明质酸

１．３３４

０．４００

１１．１３２

０．００１

３．７９６（１．７３４－８．３１０）

常数

４．４８２

１．１９７

１４．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８８．４０２

表 4

模型M、F和验证的模型Fibroindex诊断肝纤维化的AUROC(95%CI)比较

纤维化分期

M

F

Fibroindex1

Ｓ２－４ ｖｓ Ｓ０－１ ０．９０１（０．８６７－０．９３５） ０．８９５（０．８６２－０．９３０） ０．８８２（０．８４６－０．９１９）
Ｓ３－４ ｖｓ Ｓ０－２ ０．９０４（０．８８７－０．９３８） ０．９１３（０．８８３－０．８４６） ０．８８６（０．８４３－０．９２３）
Ｓ４ ｖｓ Ｓ０－３

０．８９３（０．８５５－０．９３０） ０．８８２（０．８４０－０．９２３） ０．８６７（０．８２０－０．９１４）

１

本文验证的张文胜等建立的肝纤维化指数模型（Ｆｉｂｒｏｉｎｄｅｘ）． ＡＵＲＯＣ：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

0.872)非常接近. 可见模型M的A U R O C与
Fibroindex相近. 模型M对肝纤维化各分期的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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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血液相关指标
PLT、GGT和Alb
与年龄建立的肝
纤维化预测模型,
能较准确地预测
肝纤维化以及早
期肝硬化, 可根
据不同的界值对
肝纤维化各分期
进行诊断, 方便
经济.

表 5

M对肝纤维化和早期肝硬化(S4)的诊断价值

纤维化分期

分组

界值

AUROC

(%)

(%)

(%)

(%)

(%)

(%)

(%)

８２．５

８５．４

８７．１

８０．０

８３．７

５．６４８

０．２０５

０．９０１

７９．８

８４．６

８６．８

７７．７

８２．３

５．１８９

０．２３８

０．９０５

８４．３

８２．５

７１．４

９０．９

８３．０

４．８１５

０．１９１

０．９０４

验证组

８７．１

８３．０

７３．６

９２．６

８６．３

５．１１５

０．１５５

０．９３０

模型组 ０．０６０

８８．０

７７．４

４２．７

９７．１

７９．２

３．９９３

０．１５９

０．８９３

验证组

９０．９

７７．３

４３．７

９７．８

７９．４

４．００９

０．１１８

０．９０２

Ｓ２－４ ｖｓ Ｓ０－１ 模型组 ０．０４０
验证组
Ｓ３－４ ｖｓ Ｓ０－２ 模型组 ０．０５１
Ｓ４ ｖｓ Ｓ０－３

灵敏度 特异度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准确率 阳性似然比 阴性似然比

灵敏度ｙ

ＡＵＲＯＣ：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

1.0

1.0

0.8

0.8

0.6

模型Ｍ
模型Ｆ
模型Ｆｉｂｒｏｉｎｄｅｘ
参考线

0.4
0.2
0.0
0.0

灵敏度

■应用要点

0.6

模型组
验证组
Ｒ参考线

0.4
0.2

0.2

0.4
0.6
１－特异度

0.8

1.0

图 1 模型M、模型F、模型Fibroindex(验证)诊断S2-4的
ROC曲线.

AUROC分别为0.901、0.904、0.893, 最优界
值分别为0.040、0.051、0.060, 其相应的灵
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2.5%和85.4%、84.3%
和82.5%、88.0%和77.4%. 准确率为83.3%、
83.0%、79.2%. 若以M界值 ≤ 0.040为排除
S2-4的标准, 大约可鉴别出85.4%的无肝纤维
化患者; 若以M界值 ≤ 0.051为排除S3-4的标
准, 大约可鉴别出82.5%的无肝纤维化患者,
阴性预测值达90.9%. 若以M界值 ≤ 0.60为排
除S4的标准, 大约可鉴别出77.4%的无肝硬化
(S4)患者, 其阴性预测值达97.1%. 此外M诊断
S2-4、S3-4和S4的阳性似然比>5.0或阴性似
然比<0.2, 均有临床诊断价值. 将M以同样标
准应用于验证组, 其各判定终点的AUROC分
别为0.905、0.930、0.902, 与模型组比较无
统计学意义(Z 值分别为0.155、0.992、0.344,

0.0
0.0

图 2

0.2

0.4
0.6
１－特异度

0.8

1.0

模型组和验证组诊断S4的ROC曲线.

炎症和不断的组织重建造成细胞外基质的过
度沉积. 因此肝组织炎症与纤维化是密切相
关的. 本文分析显示C H B患者肝组织炎症分
级与纤维化程度具有显著相关性(r = 0.913, P
= 0.000), 若控制炎症程度的影响, 经偏相关
分析, 肝纤维化4项指标中仅HA、和CⅣ项与
肝纤维化分期相关, 与多个临床研究相似 [5-9].
其中A U R O C最高的是H A, 但低于某些间接
指标如P LT、A l b等(表1). 本文由H A与其他
血液指标建立的模型F的A U R O C与单纯由
间接相关指标建立的模型M的A U R O C在纤
维化各分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4), 即诊
断价值相近. 虽然H A和CⅣ是细胞外基质成
分, 但并非肝脏特异, 其血清水平尚除受肝窦
内皮功能、胆道排泌功能等影响 [10] . 他们对
肝纤维化的评判目前仍有分歧[2], 有待诊断试

均P >0.05), 两组的诊断效率基本接近(图2).

剂的进一步规范化. 而间接血液相关指标属

3 讨论

已成为肝纤维化血液检测的重要部分. 本文

肝纤维化的形成主要是肝细胞的慢性损伤、

经单因素分析和L o g i s t i 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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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 1.204)、PLT(OR = 0.227)、GGT(OR
= 1.515)、Alb(OR = 0.438)是肝纤维化的独
立预测指标, 与多数文献报道类似[11-18]. 其中,

2
3

年龄在20岁基础上每增加5岁, 患有肝纤维化
的可能性会增加1.204倍; P LT在100×10 9 /L

4

9

基础上, 每升高50×10 /L, 患有肝纤维化的
可能性会减少0.227倍; G G T在50 U L/L基础
上, 每升高50 UL/L, 患有纤维化的可能性会

5

增加1.515倍; Alb在30 g/L基础上, 每升高5.0
g/L, 患有纤维化的可能性会减少0.438倍. 由
以上4项指标建立的模型M对肝纤维化具有
较高的诊断价值. 他预测S2-4、S3-4、S4的
A U R O C均接近0.90, 诊断准确率为83.3%、

6

7

83.0%、79.2%. 根据不同界值可分别设定肝
纤维化和早期肝硬化的排除标准. 大约可使

8

80.0%左右的无肝纤维化或早期肝硬化患者
通过模型得到鉴别而免于肝活检. 以S2-4为

9

分界建立模型, 亦符合临床抗病毒治疗的需
要. 其中PLT减少源于肝脏纤维化和门静脉高

10

压脾脏增大致使PLT破坏增加, 部分与肝细胞
产生PLT生成素下降有关. GGT反映肝细胞损
害程度, 其水平升高提示慢性肝损害后肝纤
维化程度的加重. 肝纤维时由于有功能的肝
细胞数量减少, Alb的合成减少, 造成Alb水平
降低[19,20].
目前有关的肝纤维化模型中多数含
有的指标与肝纤维化间接相关, 如天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与血小板计数比值(a s p a r t a t e
aminotransferase to platelet ratio, APRI)[15]、
FIB-4(fibrosis index based on the 4 factor)[16]
等. 张文胜等 [4] 建立了由H A、年龄、P LT、
GGT组成的模型Fibroindex, 诊断肝纤维化S≥

11

12

13

14

15

2、S≥3、S4的AUROC均在0.88左右. 本文验
证的结果与之相近, 其诊断肝纤维化各分期
的AUROC与模型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模型
M的AUROC均在0.88以上, 诊断价值不低于
Fibroindex. 并且所涉及的指标简单、经济、

16

重复性好, 更为方便实用.
本文应用血液相关指标PLT、GGT, Alb和
年龄建立了简单的肝纤维化模型, 能较准确地
预测纤维化和早期肝硬化, 便于临床肝纤维化
程度的监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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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 To assess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via peripheral vein in the
treatment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METHODS: Twenty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hepatitis B virus related cirrhosis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6 with Child-Pugh A
disease, 8 with Child-Pugh B and 6 with ChildPugh C.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reatment,
these patients were given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via peripheral vein (stem cell group).
Another 20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virus
related cirrhosis comprised a control group
and were given routine treatment, including 5
with Child-Pugh A disease, 9 with Child-Pugh
B and 6 with Child-Pugh C. The changes of
liver function and coagulation function were
detected before transplantation and 2, 4, 12 and
24 wk after transplantation.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de effects were also observed after stem
cell treatment.
RESULTS: For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A
or B disease, the levels of albumin (ALB) and
cholinesterase (CHE) in the stem cell group
at 12 and 24 wk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or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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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间充质
干细胞可以通过
分化成肝细胞或
通过抑制肝细胞
的凋亡、促进肝
细胞再生来发挥
肝细胞样作用,
为肝硬化的治疗
提供了新途径.
通过移植间充质
干细胞治疗失代
偿期肝硬化逐渐
成为研究的热点,
但该项技术对不
同程度肝硬化的
疗效是否一致,
有待进一步探索.

the value of prothrombin activity (PTA) was
increased from 62% ± 15% pre-therapy to 80%
± 17% at 24 wk post-therapy in the stem cell
group; the levels of PTA in the stem cel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t 4, 12, and 24 wk after treatment
(P < 0.01); the levels of PTA in the stem cell
group at 4, 12, and 24 wk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P < 0.0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vels of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or
total bilirubin (TBIL) between the stem cel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 > 0.05). For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C diseas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evels of ALT, AST,
TBIL, ALB, CHE or PTA between two groups or
pre-therapy and post-therapy with stem cells.
The clinical symptoms in the stem cell group
were improved obviously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A or B disease (P < 0.05), although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em
cel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C disease (P > 0.05). No related
complications or adverse effects were observed
in these patients.
CONCLUSION: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via peripheral vein in the treatment of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is safe and effective,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in patients with ChildPugh A or B disease is much remarkable than
those with Child-Pugh C.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Liver cirrhosis; Transplantation
Tong LX, Zhang S, Yan BY, Zhang J, Wang HF, Xie
CJ, Li BX. Therapeutic effect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via peripheral
vein on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5; 23(15): 2457-2462 URL: http://
www.wjgnet.com/1009-3079/23/2457.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457

摘要
目的: 探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经外周静脉
移植治疗不同程度肝硬化的临床疗效及安
全性.
方法: 选择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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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其中Child-Pugh A级6例, B级8例, C级6
例, 在常规保肝的基础上给予人脐带间充质
干细胞经外周静脉移植治疗, 同期选择20例
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作为对照组,
其中Child-Pugh A级5例, B级9例, C级6例, 给
予常规保肝治疗. 于术后2、4、12及24 wk
观察不同程度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和凝血
功能的变化, 并观察临床症状的改善以及不
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结果: Child-Pugh A、B级患者: 术后白蛋白
(albumin, ALB)、胆碱酯酶(cholinesterase,
C H E)升高, 于12、24 w k较术前及对照组
均有明显改善(P <0.05), 凝血酶原活动度
(prothrombin activity, PTA)由术前平均62%
±15%在24 w k上升至80%±17%, 于4、
12、24 w k较术前及对照组均有明显升高
(P <0.01), 干细胞组与对照组谷丙转氨酶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谷草转
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 TBIL)自第2周始
均有下降趋势, 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0.05). Child-Pugh C级患者: 术
后ALT、AST、TBIL、ALB、CHE、PTA
与术前及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Child-Pugh A、B级患者术后临
床症状明显改善, 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 Child-Pugh C级患者临
床症状改善程度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所有患者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及并发症.
结论: 经外周静脉移植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
疗失代偿期肝硬化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和
安全性. Child-Pugh A、B级患者的疗效优于
Child-Pugh C级患者.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肝硬化； 移植
核心提示： 本研究经外周静脉移植脐带间充质
干细胞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 与对照组比较, 结
果显示能更好地改善患者的肝功能及临床症
状. 并且Child-Pugh A、B级患者的疗效优于
Child-Pugh C级患者.
佟立新， 张岁， 闫宝勇， 张君， 王海舫， 解从君， 李保欣． 人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经外周静脉移植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的临床
疗效．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５７－２４６２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457.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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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融合时, 用0.25%胰蛋白酶消化, 显微镜下

0 引言
肝硬化是由一种或多种原因引起的以肝组织
弥漫性肝纤维化、假小叶和再生结节为组织
学特征的进行性慢性肝病, 是所有肝病的终末
期阶段. 肝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理想方法,
但肝源缺乏、费用昂贵、移植后需长期服用
抗排异药物, 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间充质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多向分化和免
疫调节的作用[1], 被广泛应用于肝脏疾病的临
床试验中, 并取得了一定疗效, 为肝硬化的治
疗提供了新途径. 但干细胞移植对不同程度肝
硬化的疗效是否一致, 有待进一步探索. 本研
究通过外周静脉移植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观察其对不同程度肝硬

观察, 控制消化时间, 培养液终止消化; 将细胞
悬液1500 r/min离心5 min, 原代细胞以1∶1的
比例进行传代, 记为P1代; P2代以后按1∶3或
l∶4的比例传代. 收集第4代细胞, 细胞总数为
(2-4)×107/mL. 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表型并确

■相关报道

既往研究显示,
脐带间充质干细
胞移植可以改善
失代偿期肝硬化
患者的肝功能及
临床症状, 安全
性好.

定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1.2.2 移植: 患者取仰卧位, 采用外周静脉途径
建立静脉留置针, 使用输血器输注, 输注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前20 min给予苯海拉明注射液20
mg肌注, 0.9%氯化钠溶液建立静脉通路, 再给
予脐带间充质干细胞静脉输注. 滴入时注意控
制滴速, 100 mL悬液滴注30 min, 每位患者给
予静脉输注2次, 每半月1次.

化的临床疗效.

1.2.3 术后随访: 治疗后2、4、12及24 w k

1 材料和方法

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1.1 材料 2012-09/2014-09收治的20例乙型肝

AST)、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 TBIL)、胆碱

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 其中男性11例, 女性

酯酶(cholinesterase, CHE)、白蛋白(albumin,

9例, 年龄33-70岁, 平均56.4岁±10.4岁, Child-

ALB)、凝血酶原活动度(prothrombin activity,

Pugh分级: A级6例, B级8例, C级6例, 给予脐带

PTA)的变化, 临床症状的改善、术后不良反应

间充质干细胞静脉输注治疗. 同期选择20例乙

以及肝细胞癌的发生率、病死率.

观察谷丙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作为对照组, 其中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SPSS13.0软件

男性11例, 女性9例, 年龄33-71岁, 平均56.0岁

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数据用mean±SD表示, 两

±10.3岁. Child-Pugh分级: A级5例、B级9例、

组之间比较及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t 检验, 计

C级6例. 诊断符合2000年《病毒性肝炎防治方

数资料行χ 检验和fisher精确概率法, P <0.05为

案》的诊断标准. 排除标准: 已确诊有肝癌或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其他脏器肿瘤, 严重的心肺脑疾病以及衰竭状
态患者, 高度过敏体质, 有精神疾病者. 所有患

2 结果

者均给予保肝、口服抗乙型肝炎病毒药物等

2.1 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 自第4周开始, 干细

综合内科治疗.

胞组C h i l d-P u g h A、B级患者食欲改善12例

1.2 方法

(86%), 乏力改善13例(93%), 腹胀减轻12例

1.2.1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制备: 选择健康产

(86%), 对照组食欲改善7例(50%), 乏力改善8

妇, 排除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艾滋病、梅毒

例(57%), 腹胀减轻6例(43%). Child-Pugh A、

及其他传染性疾病, 无病理妊娠者, 并签署知

B级患者干细胞组食欲、乏力、腹胀均较对

情同意书. 操作时严格按照脐带采集标准进行.

照组明显改善(P <0.05)(表1). 干细胞组Child-

脐带自手术台取下后, 浸入含抗生素的生理盐

Pugh C级患者食欲改善5例(83%), 乏力改善4

水中, 4 ℃保存, 在超净台内取出脐带, 用PBS

例(67%), 腹胀减轻4例(67%), 对照组食欲改

冲洗净脐动脉和脐静脉内的残余血液, 用止血

善2例(33%), 乏力改善3例(50%), 腹胀减轻3

钳和剪刀剔除上述血管, 将脐带剪成1 mm 大

例(50%). Child-Pugh C级患者干细胞组临床

小的组织块, 过100目筛网过滤收集细胞. 置于

症状改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7 ℃, 50 mL/L CO2孵箱进行培养. 3 d后全量

(P >0.05)(表2).

更换培养液, 弃去未贴壁的细胞与杂质, 第6-7

2.2 Child-Pugh A、B级的两组失代偿期肝硬

天后镜下可见贴壁生长的单个梭形细胞从组

化患者生化指标的改善情况 干细胞组治疗

织块中游离出来, 再次换液. 获得的细胞长到

后12、24 wk ALB、CHE较治疗前及对照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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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表 1 Child-Pugh A、B级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 [n
= 14, n (%)]

本文从临床症
状、肝功能、不
良反应等方面综
合评价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移植治
疗不同程度肝硬
化的临床疗效.

分组

食欲改善

干细胞组
2

腹胀改善

ａ

Child-Pugh C级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情况 [n = 6,

分组

ａ

食欲改善

乏力改善

腹胀改善
４（６７）

１２（８６）

１３（９３）

１２（８６）

干细胞组

５（８３）

４（６７）

７（５０）

８（５７）

６（４３）

对照组

２（３３）

３（５０）

３（５０）

４．０９４

４．７６２

５．６００

Ｐ值

０．２４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对照组
χ值

乏力改善

ａ

表 2

n (%)]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及临床症状, 安

均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对照组
A L B、C H E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无明显变
化(P >0.05). 干细胞组治疗后4、12、24 w k
P TA与治疗前比较明显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0.01), 且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改善
(P <0.01), 对照组PTA治疗后4、12、24 wk有
升高趋势, 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05). 两组A LT、A S T、T B I L治疗后
均有下降趋势,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两组AST在治疗后24 wk较治疗前均
有明显降低(P <0.05)(表3).
2.3 C h i l d-P u g h C级的两组失代偿期肝硬化
患者生化指标的改善情况 干细胞组治疗后
A L B、C H E、P TA有升高趋势, 但其改善程

全性好. 但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对不同程度肝
硬化的治疗效果是否一致, 鲜见临床报道. 张
善红等 [11]采用骨髓干细胞经肝动脉移植治疗
不同程度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研究结果提
示Child C级患者的肝功能无明显改善. 傅念
等 [12]经股动脉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不同
病因、不同程度的肝硬化患者, 从肝硬化患者
Child-Pugh分级程度角度来观察疗效, 结果显
示Child-Pugh B级患者有效率达100%, ChildPugh C的患者有效率仅为50%. 本研究通过脐
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患
者, 设立对照组, 对不同程度的肝硬化的临床
疗效进行了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Child-Pugh A、B、C级

度与治疗前及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患者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后自第4周起, 患

(P >0.05). 两组ALT、AST、TBIL治疗后与治

者的食欲、乏力及腹胀的改善情况均优于对

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组间比
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4).

照组, Child-Pugh A、B级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
程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hild-

2.4 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20例患者脐血干细胞

Pugh C级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程度与对照组

移植术后随访6 mo均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及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明脐带间充质干

并发症, 无肝癌发生, 无死亡患者.

细胞移植治疗可改善肝硬化患者的临床症状,
Child-Pugh A、B级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程度

3 讨论

优于Child-Pugh C级患者, 但由于样本数量少,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是一种中胚层来源的成体

仍需加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干细胞, 具有多向分化、大量增殖及免疫调节

Child-Pugh A、B级患者, 脐带间充质干

的功能,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化为肝细胞、

细胞移植后ALB、CHE、PTA均较治疗前升

骨细胞、软骨细胞、神经胶质细胞、脂肪细

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2-5]

, 参与多种组织的损伤修复过程. 为失代

有统计学意义. Child-Pugh C级患者脐带间充

[6]

质干细胞移植后ALB、CHE、PTA也较治疗

提出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可以抑制肝脏的上

前有升高趋势, 但与治疗前及对照组比较差异

[7]

均无统计学意义, ALB、CHE、PTA均为肝脏

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C C l 4诱导的

合成的指标, 表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可改善肝

肝损伤大鼠, 结果发现移植的脐带间充质干细

脏的合成储备功能, 其可能机制为干细胞可以

胞能够抑制肝细胞凋亡, 促进肝细胞再生, 降

分化为功能性肝细胞 [13,14] 或通过抑制肝细胞

低血清氨基转移酶, 减少肝细胞的变性. 临床

的凋亡, 分化各种生物活性因子促进肝细胞

胞

偿期肝硬化的治疗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Li等
皮间质转化和改善大鼠的肝纤维化. Yan等

研究

[8-10]

显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可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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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应用要点

Child-Pugh A、B级的两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生化指标的变化 (n = 14, mean±SD)

分组

时间(wk)

干细胞组

AST(U/L)

TBIL(μmol/L)

ALB(g/L)

CHE(U/L)

PTA(%)

０

４３．０６±２６．５４ ６２．４５±３６．７６

３０．４９±１２．５１ ３３．９８±６．１５

３５６２．１４±１３２４．６９

６２±１５

２

３７．０１±１１．０３ ５４．６１±２６．３６

２７．９６±１２．９３ ３４．０５±４．４０

３６２９．２９±１４５７．９２

６５±１４

４

３６．２９±１２．０６ ５５．２０±２５．９３

２９．９６±１３．０２ ３５．３４±４．３１

３９１３．２９±１２７７．２１

７５±１５ｂｄ

３４．４５±９．６２

２６．６１±１１．０６ ３７．４７±３．９９ａｃ ４４６２．４３±１１４５．１７ｂｄ ７７±１６ｂｄ

１２
２４
对照组

ALT(U/L)

３２．４１±９．１８

４５．４８±２１．９２
ａ

４４．７３±２１．０９

２８．４０±１１．８２ ３８．３１±５．８４ｂｃ ４４８２．０７±１２９９．６６ｂｃ ８０±１７ｂｄ

０

４０．７０±２８．４９ ６３．０４±４２．７８

３１．００±１４．４６ ３４．８６±６．６６

３７０２．１４±１５３６．６５

５９±１６

２

３４．１８±２３．９５ ５３．４７±３５．１９

２６．９８±１１．３４ ３５．２４±６．１９

３５４２．０７±１５６４．６２

５８±１６

４

３４．９２±１４．０４ ５１．４３±２９．９９

２８．４０±１６．２４ ３５．６１±４．４２

３３５７．８６±１２４８．１０

６０±１７

１２

３１．６８±１７．９３ ４７．６９±２４．４１

２６．５４±１６．８４ ３３．８９±３．５３

３４２３．７９±１１５１．９１

６２±１５

２４

２９．５６±１２．６３ ４５．８１±２１．６０ａ ２９．２９±１０．３６ ３５．６４±５．０６

３８１９．５７±１２０９．１７

６３±１６

本研究显示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经
外周静脉移植治
疗失代偿期肝硬
化, 可以改善患
者的肝功能及临
床症状, 安全可
靠, 值得在临床
上推广.

ａ

Ｐ ＜０．０５， ｂＰ ＜０．０１ ｖｓ ０ ｗｋ； ｃＰ ＜０．０５，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对照组． ＡＬＴ： 谷丙转氨酶； ＡＳＴ： 谷草转氨酶； ＴＢＩＬ： 总胆红素； ＡＬＢ： 白蛋白；

ＣＨＥ： 胆碱酯酶； ＰＴＡ： 凝血酶原活动度．

表 4

Child-Pugh C级的两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生化指标的变化 (n = 6, mean±SD)

分组
干细胞组

对照组

时间(wk)

ALT(U/L)

AST(U/L)

TBIL(μmol/L)

ALB(g/L)

CHE(U/L)

PTA(%)

０

２８．６３±１１．５５

３７．０８±９．９７

５３．０７±７．０５

２７．４０±３．０５

１８４６．５０±１７８．７０

４６±１０

２

３１．２８±１６．４８

３５．７２±８．４１

５２．０７±６．１０

２８．０８±２．３８

１９０６．１７±２４５．７６

４７±１１

４

２８．３８±１０．８５

３７．２３±８．２１

５２．６０±１３．８７

２７．９３±２．６１

１８８２．１７±１６７．４４

４８±１１

１２

２８．１３±１５．４１

３５．３３±８．８２

５１．８０±１３．１９

２７．９２±１．６８

１８８５．５０±２３４．７５

４８±１５

２４

３０．６３±１６．０１

３９．０７±７．５１

４８．４０±１２．３１

２８．８６±２．５６

１８９９．６７±２９２．２９

４９±８

０

２４．５７±９．９０

３５．５８±７．６８

４７．４３±１２．４０

２７．６２±４．０１

２０８６．８３±３６０．４７

４５±１２

２

２５．００±１１．３６

３３．４２±７．７６

４１．８５±９．０３

３０．７３±８．８９

２２２８．００±５８３．１２

４８±１５

４

２４．００±９．８６

４０．３８±１１．３５

４６．７７±１５．８８

２９．４３±５．６０

２０３３．００±６３２．９１

４５±１５

１２

２４．４０±１０．１３

３７．６８±９．１２

４７．９０±１９．１２

２７．８２±４．７３

２０４２．６７±５５６．５６

４０±１２

２４

２５．６８±９．６０

３５．２０±７．６２

４４．２０±１５．００

２８．９０±５．８４

２０８１．３３±６０２．１９

４２±１４

ＡＬＴ： 谷丙转氨酶； ＡＳＴ： 谷草转氨酶； ＴＢＩＬ： 总胆红素； ＡＬＢ： 白蛋白； ＣＨＥ： 胆碱酯酶； ＰＴＡ： 凝血酶原活动度．

改善, 但其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Child-

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后Child-Pugh A、B级患者

Pugh A、B级患者两组ALT、AST、TBIL较

对肝脏合成储备功能的改善优于Child-Pugh C

治疗前有下降趋势, 其中AST在治疗后24 wk

级患者, 分析可能原因: 肝功能Child-Pugh C级

较治疗前有明显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但

时肝脏出现明显肝窦变窄、血流受阻、肝内

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LT、AST、

阻力增加, 影响门静脉血流动力学, 造成肝细

TBIL为炎症损伤的指标, 考虑脐带间充质干

胞缺氧和养料供给障碍. 且门脉压力增高, 加

细胞无明显改善肝脏炎症损伤的作用, 两组中

重肝细胞的营养障碍, 植入的干细胞因没有合

ALT、AST、TBIL的改善与保肝降酶治疗有

适的“土壤”和微环境, 影响“归巢”和增殖

关. Child-Pugh C级患者两组ALT、AST治疗

分化. 但由于Child-Pugh C级患者例数少, 可能

前后无明显变化, TBIL治疗后有下降趋势, 但

对疗效观察有一定的影响, 需加大样本量进一

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三者组间比

步继续观察.

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ALT、AST治疗前后

本研究通过外周静脉移植脐带间充质干

变化不明显考虑与治疗前A LT、A S T升高不

细胞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 经外周静脉移植

明显或在正常范围内有关, TBIL改善考虑与

创伤小且操作简单, 能最大程度地减轻患者

综合保肝降酶有关. 根据本研究结果表明脐带

的痛苦, 并通过干细胞的“归巢”能力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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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立新， 等．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经外周静脉移植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的临床疗效
■同行评价

本研究设计合理,
操作过程规范,
资料详细, 统计
分析正确, 结果
可信, 有一定的
推广和使用价值.

治疗效果, 不同程度的改善了肝硬化患者的
临床症状和肝功能, 且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同时研究结果提示C h i l d-P u g h A、B级患者
的疗效优于Child-Pugh C级患者, 表明肝硬化

8

的程度越轻, 疗效越好, 但仍需要大样本长期
观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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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ssess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Jiawei
Chaili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cisplatin and interleukin-2 in the

WCJD|www.wjgnet.com

management of ascites in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METHODS: Seventy-nine liver cancer
patients with ascites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40 cases) and a control
group (39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cisplatin
and interleukin-2,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Jiawei Chaili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cisplatin and interleukin-2. The
ascites improvement, scores of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C30 (QLQ-C30), clinical effects,
and side effects were compared for the two
groups.
R E S U LT S : T h e t o t a l r a t e o f a s c i t e s
improvement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for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physical performanc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scores after treatment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prior treatment (74.71 ± 7.55
vs 61.13 ± 9.66, 78.64 ± 8.17 vs 73.62 ± 7.51, P <
0.05). The role function, emotional functioning,
and social function scores after treatment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prior treatment (44.20 ± 7.29 vs
68.31 ± 7.54, 64.88 ± 7.11 vs 76.57 ± 8.14, 54.60
± 8.39 vs 67.18 ± 7.55, P < 0.05). The emotional
functioning score after treatment for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prior treatment (63.48 ± 8.55 vs 70.83 ± 7.44,
P < 0.05). The role func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scores after treatment for the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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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原发性肝癌是我
国常见恶性肿瘤
之一, 临床具有
病情隐匿、进展
快等特点, 预后
较差. 患者在诊
断确诊为肝癌时,
往往已处于病症
晚期, 失去根治
性手术机会. 研
究有效的治疗措
施, 对于提高患
者生存率、改善
患者生活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同行评议者

王学美,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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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肝癌腹水患者临
床表现为黄疸、
乏力、消瘦等,
对生活质量造成
严重影响.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for
the control group (44.20 ± 7.29 vs 53.37 ± 8.24,
54.60 ± 8.39 vs 62.87 ± 9.61, P < 0.05).
CONCLUSION: Jiawei Chailing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cisplatin and interleukin-2 can reduce ascites
and improve the physical performance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liver cancer patients.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Jiawei Chailing decoction; Cisplatin;
Interleukin-2; Ascites; Clinical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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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加味柴苓汤联合顺铂、白介素-2
腹腔内注射治疗肝癌腹水的临床效果.
方法: 随机抽取2012-01/2014-11云南省肿瘤
医院收治的79例肝癌腹水患者的临床资料.
按照临床治疗方法不同将患者分为观察组
(40例)和对照组(39例). 对照组患者采取顺
铂、白介素-2腹腔内注射治疗. 观察组患者
采取加味柴苓汤联合顺铂、白介素-2腹腔
内注射治疗. 观察两组患者腹水改善情况、
QLQ-C30生命质量评分、临床疗效、不良
反应等指标.
结果: 观察组腹水改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87.50% vs 56.41%),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5); 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躯体功能、
认知功能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74.71分±
7.55分 vs 61.13分±9.66分)、(78.64分±8.17
分 vs 73.62分±7.51分)], 角色功能、情绪功
能、社会功能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44.20
分±7.29分 vs 68.31分±7.54分)、(64.88分
±7.11分 vs 76.57分±8.14分)、(54.60分±
8.39分 vs 67.18分±7.55分)],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 治疗后, 对照组患者情绪
功能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63.48分±8.55
分 vs 70.83分±7.44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角色功能和社
会功能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44.20分±
7.29分 vs 53.37分±8.24分)、(54.60分±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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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vs 62.87分±9.61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85.00% vs 30.7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观察组不良反应白细胞减少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35.00% vs 61.54%),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加味柴苓汤联合顺铂、白介素-2腹腔
内注射治疗肝癌腹水的临床效果佳, 患者腹
水改善总有效率较高, 躯体功能、认知功能
改善较好, 而且疲倦、恶心呕吐、气促、失
眠、食欲丧失、腹泻评分较好, 不良反应白
细胞减少发生率较低.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加味柴苓汤； 顺铂； 白介素－２； 肝癌腹水；
临床效果
核心提示：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腹水改
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0.05). 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躯体功能、
认知功能显著高于治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角色功能、情绪
功能、社会功能显著低于治疗前,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
刘超， 邓智勇， 黄照略． 加味柴苓汤联合顺铂、白介素－２
腹腔内注射治疗肝癌腹水的临床效果评价． 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６３－２４６７ URL: http://www.

wjgnet.com/1009-3079/23/2463.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463

0 引言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之一, 临床具
有病情隐匿、进展快等特点, 预后较差. 患者
在诊断确诊为肝癌时, 往往已处于病症晚期,
失去根治性手术机会[1]. 研究有效的治疗措施,
对于提高患者生存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 肝癌腹水是肝癌晚期的严重并发
症之一, 危及患者生命. 中医药在治疗肝癌腹
水方面, 主要以调整机体内环境、减轻症状为
治疗目标, 疗效独特. 云南省肿瘤医院采取加
味柴苓汤联合顺铂、白介素-2腹腔内注射治
疗肝癌腹水, 收到较好的临床效果. 现将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随机抽取2012-01/2014-11云南省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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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收治的79例肝癌腹水患者的临床资料. 患
[2]

者均符合西医《内科肿瘤学》 和中医《中

无效: 患者经治疗后, 腹水情况无改善, 甚至更
严重.

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3]. 纳入标准: 预计生

Q L Q-C30生命质量评分采取欧洲癌症

存期超过3 mo; 患者知情同意, 签署知情协议

研究与治疗组织生命质量核心量表E O RT C

书; 心电图正常; 符合研究用药, 可配合完成本

QLQ-C30进行评估.

研究. 排除标准: 非原发性肝癌引起的腹水; 合

临床疗效评价: 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

并其他恶性肿瘤史; 严重心血管疾病; 妊娠期

究指导原则》进行症状积分评价, 治疗前后积

或哺乳期女性. 按照临床治疗方法不同将患者

分差达70%及以上为显效, 治疗前后积分差达

分为观察组(40例)和对照组(39例). 观察组: 男

30%及以上为有效, 其他无效.

性患者22例, 女性患者18例; 患者年龄范围为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

42-69岁, 平均年龄为58.22岁±5.19岁; 原发肿

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结果用mean±SD表示, 治

瘤部位: 肝右叶24例, 肝左叶15例, 全肝脏1例;

疗前后及组间比较用t 检验, 计数资料以构成比

腹水程度: 轻度24例, 中度15例, 重度1例; TNM

表示, 用χ 检验.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相关报道

现代药理学研
究认为, 加味柴
苓汤可以改善机
体自然杀伤细胞
(NK)和淋巴因子
激活的杀伤细胞
(LAK)活性, 有着
较好的免疫调节
功能.

2

分期: Ⅲ期12例, Ⅳ期28例. 对照组: 男性患者
22例, 女性患者17例; 患者年龄范围为42-70岁,

2 结果

平均年龄为59.18岁±6.33岁; 原发肿瘤部位:

2.1 腹水改善情况比较 观察组腹水改善总

肝右叶24例, 肝左叶14例, 全肝脏1例; 腹水程

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度: 轻度23例, 中度15例, 重度1例; TNM分期:

(P <0.05)(表1).

Ⅲ期12例, Ⅳ期27例. 经统计学分析, 两组患

2.2 Q L Q-C30生命质量评分比较 治疗前, 两

者在性别、年龄、腹水程度、原发肿瘤部位

组患者躯体功能、角色功能、情绪功能、认

等一般资料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知功能、社会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顺铂(齐鲁制药厂, 国药准字:

(P >0.05); 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躯体功能、认知

H37021356, 30 mg×5支); 白介素-2(商品名: 辛

功能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洛尔, 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 国药准

(P <0.05); 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角色功能、情绪

字: S10970042, 10万IU/瓶).

功能、社会功能评分显著低于治疗前, 差异有

1.2 方法

统计学意义(P <0.05); 治疗后, 对照组患者情绪

1.2.1 治疗: 对照组患者采取顺铂、白介素-2

功能评分显著高于治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腹腔内注射治疗. 腹腔内注射: 抽取腹水, 注入

(P <0.05); 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角色功能和社会

化疗药物等. 60 mg顺铂, 100万单位白介素-2,

功能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

患者15 min变换1次体位, 连续治疗2 h. 治疗4

义(P <0.05)(表2).

wk为1个疗程. 观察组患者采取加味柴苓汤联

2.3 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

合顺铂、白介素-2腹腔内注射治疗, 腹腔内注

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3).

射方法同对照组. 加味柴苓汤基本方: 柴胡10

2.4 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不良反应白细胞减

g、猪苓30 g、党参10 g、炒白术15 g、桂枝

少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g、泽兰30 g、甘草3 g、茯苓30 g、泽泻30

(P <0.05). 两组患者贫血、血小板减少发生率

g、黄芩10 g、姜半夏10 g、莪术15 g、生姜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4).

5 g. 1剂/d, 水煎至300 mL, 口服, 2次/d. 治疗4
wk为1个疗程.

3 讨论

1.2.2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腹水改善情况、

肝癌腹水患者临床表现为黄疸、乏力、消瘦

QLQ-C30生命质量评分、临床疗效、不良反

等, 对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4,5]. 机体的免疫

应等指标.

功能和肿瘤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腹水疗效评价: 完全缓解: 患者经治疗后,

通过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能够改善其自身抗

腹水症状完全消失, 可持续1 mo以上. 显效: 患

肿瘤的能力, 使得肿瘤患者走向康复[6-8]. 肝癌

者经治疗后, 腹水情况明显改善, 可持续1 mo

腹水属中医学中的“臌胀”范畴, 其发病机

以上. 有效: 患者经治疗后, 腹水情况有所改善.

制和肝、脾、肾的功能失调有关. 机体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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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肝癌腹水是肝癌
晚期的严重并发
症之一, 危及患
者生命. 中医药
在治疗肝癌腹水
方面, 主要以调
整机体内环境、
减轻症状为治疗
目标, 疗效独特.

两组患者腹水改善情况比较 n (%)

表 1

分组

n

完全缓解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０

４（１０．００）

２０（５０．００）

１１（２７．５０）

５（１２．５０）

３５（８７．５０）ａ

对照组

３９

０（０．００）

１４（３５．９０）

８（２０．５１）

１７（４３．５９）

２２（５６．４１）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表 2

两组患者QLQ-C30生命质量评分比较 (mean±SD)

分组

n

时间

观察组

４０

治疗前

６１．１３±９．６６

６８．３１±７．５４

７６．５７±８．１４

７３．６２±７．５１

６７．１８±７．５５

治疗后

７４．７１±７．５５ａ

４４．２０±７．２９ａｃ

６４．８８±７．１１ａ

７８．６４±８．１７ａ

５４．６０±８．３９ａｃ

治疗前

６６．９６±８．８８

５６．３８±８．７９

７０．８３±７．４４

７３．０８±６．５５

６７．３４±９．２２

治疗后

６７．１３±８．９３

５３．３７±８．２４

６３．４８±８．５５ａ

７６．３５±８．２２

６２．８７±９．６１

对照组

３９

躯体功能

角色功能

情绪功能

认知功能

社会功能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同组治疗前； ｃ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表 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

n

分组

显效

有效
ａ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０

６（１５．００）

２８（７０．００）

６（１５．００）

３４（８５．００）ａ

对照组

３９

０（０．００）

１２（３０．７７）

２７（６９．２３）

１２（３０．７７）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表 4

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躯体功能、认知功能显著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n (%)

高于治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治
分组

n

白细胞减少

贫血

血小板减少

疗后, 观察组患者角色功能、情绪功能、社

观察组

４０

１４（３５．００）ａ

１２（３０．００）

１０（２５．００）

会功能显著低于治疗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对照组

３９

２４（６１．５４）

１２（３０．７７）

１２（３０．７７）

(P <0.05). 可见通过加味柴苓汤联合顺铂、白
介素-2腹腔内注射治疗肝癌腹水, 能有效提高
患者的腹水改善情况, 改善生活质量[15,16].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白介素-2主要成分为重组人白介素, 是一
肝癌腹水, 是因肝失疏泄、肾失开合所致, 使

种多肽类免疫增强剂, 可以诱导干扰素和多种

得气滞、血瘀 [9-11]. 治疗的时候, 则应该疏肝

细胞因子的分泌. 白介素-2在临床上多被用于

理气、活血祛瘀[12-14]. 中药加味柴苓汤能够使

肿瘤辅助治疗和癌性胸、腹水的治疗. 在治疗

得肝气舒畅、气机复常, 具有较好的抗癌利

肝癌腹水方面, 联合使用白介素-2, 效果较好.

水之功效.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

现代药理学研究认为, 加味柴苓汤可以改

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观察

善机体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NK)和淋

组不良反应白细胞减少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

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lymphokine activated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两组患者贫

killer, LAK)活性, 有着较好的免疫调节功能.

血、血小板减少发生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

另外, 该药物还能够保护肝细胞, 促使损伤肝

义(P >0.05). 可见该方法能够改善治疗效果, 缓

细胞快速修复, 对肝纤维化有很好的抑制效果.

解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腹水改善总有效率

总之, 加味柴苓汤联合顺铂、白介素-2腹

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腔内注射治疗肝癌腹水的临床效果佳, 患者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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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改善总有效率较高, 躯体功能、认知功能改
善较好, 而且疲倦、恶心呕吐、气促、失眠、
食欲丧失、腹泻评分较好, 不良反应白细胞减

8
9

少发生率较低.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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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就加味柴苓
汤联合顺铂、白
介素-2腹腔内注
射治疗肝癌腹水
的临床效果评价,
文章撰写逻辑性
强, 有一定的临
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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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CLINICAL PRACTICE

中国人群XRCC1 Arg399Gln基因多态性与肝癌易感性
Meta分析
刘 佳， 朱琴梅， 胡弘毅， 王 甦
■背景资料

肝癌发病机制复
杂. 目前认为病
毒感染、饮食习
惯、环境因素等
与肝癌发生密切
相关. 此外，遗
传因素和肝癌易
感性也有密切关
系, 寻找与肝癌
相关的遗传位点
对于肝癌的诊断
及防治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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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X-ray
repair cross complementing group 1 (XRCC1)
Arg399Gln polymorphism and suscep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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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Chinese
populations.
METHODS: All studies related to XRCC1
Arg399Gln polymorphism an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isk in Chinese subjects published
from January 1, 2000 to January 10, 2015 were
searched in PubMed, MEDLINE, EMBASE,
CNKI, CBM, VIP and WanFang databases. We
identified the studies according to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The pooled odds ratios
(ORs) with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CIs)
were calculated using Stata 12.0 software.
Publication bias and sensitivity were also
evaluated.
RESULTS: A total of 13 studies comprising
2972 cases and 3789 controls were finally
included.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Arg/Arg and Arg/Arg +
Arg/Gln, XRCC1 399Gln/Gln genotype
increased the susceptibility 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Chinese populations (OR = 1.47,
95%CI: 1.24-1.74, P < 0.001; OR = 1.26, 95%CI:
1.08-1.48, P = 0.003). Compared to Arg/Arg,
Gln/Gln + Arg/Gln genotype increased the
susceptibility 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Chinese populations (OR = 1.49, 95%CI:
1.21-1.83, P < 0.001). Gln genotype increased
the risk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Chinese
populations (OR = 1.33, 95%CI: 1.16-1.54, P <
0.001).
CONCLUSION: XRCC1 Arg399Gln
polymorphism seems to be involved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isk. XRCC1 399Gln/
Gln genotype increases the suscep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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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Chinese
populations.

关键词： Ｘ线修复交叉互补基因１； 肝癌； 基因多态
性； 中国人群； Ｍｅｔａ分析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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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本研究M e t a分析结果显示X R C C1
Arg399Gln基因多态性与中国人群肝癌易感性
相关, 基因型Gln/Gln增加中国人群罹患肝癌的
风险. 但以上结论仍需更多设计严谨、样本量
大的高质量研究加以论证.

Key Words: XRCC1;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Polymorphism; Chinese population; Meta-analysis
Liu J, Zhu QM, Hu HY, Wang S. Association between
XRCC1 Arg399Gln polymorphism and susceptibility
to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in Chinese populations:
A Meta-analysi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5; 23(15): 2468-2474 URL: http://www.wjgnet.
com/1009-3079/23/2468.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468

摘要
目的: 系统评价中国人群X线修复交叉互
补基因1(X-ray repair cross complementing
group 1, XRCC1) Arg399Gln基因多态性与肝
癌易感性的关系.
方法: 在PubMed、MEDLINE、EMBASE、
C N K I、C B M、V I P及万方数据库中检索
2000-01-01/2015-01-10发表的所有有关中国
人群XRCC1 Arg399Gln基因多态性与肝癌
易感性关系的相关文献. 按照纳入和排除标
准独立选择文献、提取资料, 采用Stata12.0
软件进行Meta分析, 计算合并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95%可信区间(95% conﬁdence
interval, 95%CI), 并进行敏感性分析和发表
偏倚的估计.

刘佳， 朱琴梅， 胡弘毅， 王甦． 中国人群ＸＲＣＣ１ Ａｒｇ３９９Ｇｌｎ
基因多态性与肝癌易感性Ｍ ｅ ｔ ａ分析． 世界华人消化杂
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６８－２４７４ URL: http://www.wjgnet.

com/1009-3079/23/2468.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468

■研发前沿

X线修复交叉互
补基因1(X-ray
repair cross
complementing
group 1, XRCC1 )
位于人19号染色
体长臂区19q13.2,
是一种DNA损
伤修复基因, 其
单核苷酸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被
报道和肿瘤的易
感性相关, 包括
肝癌, 然而不同
研究的结果间存
在差异.

0 引言
肝癌的发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
程, 涉及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反应, 其中遗传
因素、病毒感染、饮食习惯、环境因素等是
肝癌发生的高危因素. D N A损伤是细胞组织
癌变的重要分子事件, 可以诱发肿瘤的发生
和促进其发展. 碱基切除修复和D N A单链断
裂修复是D N A损伤修复机制中的重要方式.
X线修复交叉互补基因1(X-ray repair cross
complementing group 1, XRCC1 )位于人19号
染色体长臂区19q13.2, 是一种DNA损伤修复
基因, 其编码的蛋白主要参与碱基切除修复
和D N A单链断裂修复, 对维持基因组的稳定
十分关键. XRCC1多个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
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与肝

结果: 按照入选标准, 共纳入13个研究, 包括
2972例患者和3789例对照者. Meta分析结果
显示, 与基因型Arg/Arg、Arg/Arg+Arg/Gln
分别进行比较, 基因型G l n/G l n均增加中
国人群罹患肝癌风险(O R = 1.47, 95%C I:
1.24-1.74, P <0.001; O R = 1.26, 95%C I:
1.08-1.48, P = 0.003); 与基因型Arg/Arg进
行比较, 基因型G l n/G l n+A r g/G l n增加中
国人群罹患肝癌风险(O R = 1.49, 95%C I:
1.21-1.83, P <0.001). 与等位基因Arg-allele
比较, 等位基因Gln-allele增加中国人群罹患
肝癌的风险(OR = 1.33, 95%CI: 1.16-1.54,
P <0.001).
结论: XRCC1 Arg399Gln基因多态性与中国
人群肝癌易感性相关, 基因型Gln/Gln增加中
国人群罹患肝癌的风险.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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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胃癌、结直肠癌、肺癌、白血病等恶性
肿瘤的易感性相关[1-4], 其中rs25487位点SNP
改变可导致第399位密码子(A r g→G l n)的变
异, 影响X R C C1功能, 增加肿瘤发生的危险
性. 目前多项研究[5-17]报道XRCC1 Arg399Gln
基因多态性(rs25487)与中国人群肝癌易感性
之间的关联. 但是研究结果不尽一致. 为此,
本研究采用Meta分析的方法对目前的相关研
究进行定量综合分析, 以期对二者的相关性
得到更可靠的结论.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在PubMed、MEDLINE、EMBASE、
CNKI、CBM、VIP及万方数据库中检索所有有
关XRCC1 Arg399Gln基因多态性与中国人群肝
癌易感性关系的相关文献. 英文检索关键词为
“X-ray repair cross complementing gro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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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有 学 者 认 为
XRCC1 Arg399Gln
基因多态性可能
影响机体对DNA
损伤修复的能
力, 与肿瘤的易感
性相关. 已经有
一些研究报道了
XRCC1 Arg399Gln
基因多态性与胃
癌、结直肠癌、
肺癌、白血病的
易感性相关.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n )

表 1

研究

年份 样本量(病例组/对照组)

龙喜带等［５］

２００４

韩永年等［６］

２００４

Ｃｈｅｎ等［７］
［８］

病例组
Arg/Arg

Arg/Gln

１４０／５３６

７２

６９／１３６

３４

２００５

５７７／３８９

Ｌｏｎｇ等

２００６

任翊等［９］

２００８

曾小云等［１０］
Ｊｉａ等［１１］

对照组

HWE(P 值)

Gln/Gln

Arg/Arg

Arg/Gln

Gln/Gln

６３

５

３６２

１５９

１５

０．６２

７

２８

５８

１５

６３

０．００

３０１

２２３

５３

２１８

１４３

２８

０．５０

２５７／６４９

１３１

９５

３１

４３９

１６２

４８

０．００

５０／９２

３２

１４

４

４６

４１

５

０．２８

２０１０

５００／５０７

２８６

１８０

３４

３０４

１６７

３６

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１３６／１３６

５３

６６

１７

７８

４５

１３

０．１０

唐耘天等

２０１１

１５０／１５０

４１

９４

１５

８４

５４

１２

０．４３

Ｐａｎ等［１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２／２３６

４５

１０５

５２

６８

１１２

５６

０．４６

何国珍等［１４］

２０１２

１１３／１１３

８０

２３

１０

９７

１２

４

０．００

Ｇｕｏ等［１５］

２０１２

４１０／４１０

２０３

１３６

７１

２２７

１２８

５５

０．００

Ｈａｎ等［１６］

２０１２

１５０／１５８

３２

７８

４０

４６

７３

３９

０．３５

２０１４

２１８／２７７

１０８

７４

３６

１６１

８７

２９

０．００

［１２］

［１７］

Ｗｕ等

“XRCC1”、“polymorphism”、“SNP”、

检验和I 2检验) [18], 以P >0.1或I 2<50%为异质性

“variant”、“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不显著, Meta分析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19], 反

“carcinogenesis”、“cancer”; 中文检索关键

之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20]. 计算合并OR值及

词为“XRCC1”、“多态性”、“肝癌”、

其95%CI, 对合并OR值进行Z 检验, 以P <0.05

“肿瘤”. 同时辅以文献追溯和手工检索等方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敏感性分析通过依次

法. 检索起止时间为2000-01-01/2015-01-10.

剔除不同研究后再进行M e t a分析, 以判断结

1.2 方法

果的可信性. 发表偏倚通过B e g g检验 [21] 、

1.2.1 纳入标准: (1)文献探讨了XRCC1 Arg399Gln

Egger检验[22]量化检测, 以P <0.05认为存在发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人群肝癌易感性之间的关联;

表偏倚.

(2)研究对象为人类; (3)病例-对照研究或队列研
究; (4)文献中数据完整, 能够提供病例组与对照

2 结果

组各基因型的分布情况, 可供计算比数比(odds

2.1 检索结果 通过检索共找到相关文献96篇, 经

ratio, OR)及其95%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查阅摘要及全文后, 初纳入18篇文献[5-17,23-27], 进

interval, 95%CI).

一步阅读全文复筛, 排除4篇重复报道文献[23-26],

1.2.2 排除标准: (1)文献未探讨XRCC1 Arg399Gln

1篇研究肝癌家族人群文献[27], 最终纳入13篇文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人群肝癌易感性之间的关

献, 其中7篇英文, 6篇中文, 包括2972例患者和

联; (2)研究对象为单个肝癌家族、动物或其他

3789例对照者. 各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如表1.

生物; (3)单纯病例报道、综述或述评; (4)文献

2.2 Meta分析结果 本研究分析了Gln/Gln vs

数据不完整; (5)对于重复发表、不同数据库重

Arg/Arg、Gln/Gln vs Arg/Gln、Gln/Gln+Arg/

复收录情况, 只纳入最新或最全的文献.

Gln vs Arg/Arg、Gln/Gln vs Arg/Arg+Arg/

1.2.3 资料提取: 由两位评价员独立进行文献

Gln、Gln-allele vs Arg-allele等基因模型与中国

资料筛查及资料提取, 意见不一致时通过商议

人群肝癌遗传易感性的关系. 分析过程中存在

或由第3位评价员协助解决. 资料提取内容包

异质性的基因模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无异质

括: 文献第一作者、发表年份、病例组和对照

性的基因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2). 图1和

组的样本量、病例组和对照组的基因型分布

图2显示, 与基因型Arg/Arg、Arg/Arg+Arg/Gln

频数及对照组Hardy-Weinberg(HWE)平衡检

分别进行比较, 基因型Gln/Gln均增加中国人

验值.

群罹患肝癌风险(OR = 1.47, 95%CI: 1.24-1.74,

统计学处理 使用Stata12.0软件进行统计

P <0.001; OR = 1.26, 95%CI: 1.08-1.48, P =

分析. 对纳入的文献首先进行异质性检验(Q

0.003); 与基因型Arg/Arg进行比较, 基因型G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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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创新盘点

XRCC1 Arg399Gln基因多态性与中国人群肝癌易感性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外对

XRCC1 基因多
OR(95%CI)

I2(%)

分析模型

Z值

P值

Begg

Egger

Ｇｌｎ／Ｇｌｎ ｖｓ Ａｒｇ／Ａｒｇ

１．４７（１．２４－１．７４）

１２

固定

４．５３

＜０．００１

０．５８３

０．４２０

Ｇｌｎ／Ｇｌｎ ｖｓ Ａｒｇ／Ｇｌｎ

１．０７（０．９０－１．２７）

０

固定

０．７８

０．４３０

０．８５５

０．９９９

Ｇｌｎ／Ｇｌｎ＋Ａｒｇ／Ｇｌｎ ｖｓ Ａｒｇ／Ａｒｇ

１．４９（１．２１－１．８３）

７２

随机

３．７７

＜０．００１

０．７６０

０．５７０

Ｇｌｎ／Ｇｌｎ ｖｓ Ａｒｇ／Ａｒｇ＋Ａｒｇ／Ｇｌｎ

１．２６（１．０８－１．４８）

０

固定

２．９５

０．００３

０．７６０

０．５０４

Ｇｌｎ－ａｌｌｅｌｅ ｖｓ Ａｒｇ－ａｌｌｅｌｅ

１．３３（１．１６－１．５４）

６７

随机

３．９４

＜０．００１

０．５８３

０．６５０

基因型

ＸＲＣＣ１： Ｘ线修复交叉互补基因１．

Study ID

OR(95%CI)
［５］

Weight(%)

龙喜带等 ２００４

１．６８（０．５９， ４．７６）

２．１０

韩永年等［６］ ２００４

０．７６（０．４１， １．４０）

１０．３３

Ｃｈｅｎ等［７］ ２００５

１．３７（０．８４， ２．２４）

１２．４０

Ｌｏｎｇ等 ２００６

２．１６（１．３２， ３．５４）

８．５５

任翊等［９］ ２００８

１．１５（０．２９， ４．６２）

１．６２

曾小云等［１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０（０．６１， １．６５）

１３．７７

Ｊｉａ等［１１］ ２０１０

１．９２（０．８６， ４．２９）

３．７８

［８］

［１２］

唐耘天等

２．５６（１．１０， ５．９７）

２．８６

Ｐａｎ等［１３］ ２０１１

１．４０（０．８２， ２．３９）

１０．０７

何国珍等［１４］ ２０１２

３．０３（０．９２， １０．０３）

１．４８

Ｇｕｏ等［１５］ ２０１２

１．４４（０．９７， ２．１５）

１７．７３

Ｈａｎ等［１６］ ２０１２

１．４７（０．７８， ２．７７）

７．０２

［１７］

１．８５（１．０７， ３．２０）

８．２８

１．４７（１．２４， １．７４）

１００．００

OR(95%CI)

Weight(%)

Ｗｕ等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Ｏｖｅｒａｌｌ（１－ｓｑｕａｒｅｄ ＝ １１．６％， Ｐ ＝ ０．３２８）
0.997
图 1

1.000

10.000

Gln/Gln vs Arg/Arg的Meta分析森林图.

Study ID
龙喜带等［５］ ２００４

１．２９（０．４６， ３．６０）

［６］

２．１３

韩永年等 ２００４

０．７９（０．４４， １．４２）

８．９７

Ｃｈｅｎ等［７］ ２００５

１．３０（０．８１， ２．１０）

１０．８１

Ｌｏｎｇ等［８］ ２００６

１．７２（１．０７， ２．７７）

８．５２

任翊等［９］ ２００８

１．５１（０．３９ ５．９１）

１．１５

曾小云等［１０］ ２０１０

０．９５（０．５９， １．５５）

１１．８６

Ｊｉａ等［１１］ ２０１０

１．３５（０．６３， ２．９０）

４．０５

唐耘天等［１２］ ２０１１

１．２８（０．５８， ２．８３）

３．８４

Ｐａｎ等［１３］ ２０１１

１．１１（０．７２， １．７２）

１３．６５

何国珍等［１４］ ２０１２

２．６５（０．８０， ８．７０）

１．３０

Ｇｕｏ等［１５］ ２０１２

１．３５（０．９２， １．９８）

１６．１９

Ｈａｎ等［１６］ ２０１２

１．１１（０．６７， １．８５）

９．９２

Ｗｕ等［１７］ ２０１４

１．６９（１．００， ２．８６）

７．５９

Ｏｖｅｒａｌｌ（１－ｓｑｕａｒｅｄ ＝ ０．０％， Ｐ ＝ ０．７２１）

１．２６（１．０８， 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0.115
图 2

态性和肝癌的关
系十分关注, 不
同种族之间遗
传基因差异较
大, 本研究采用
Meta分析已发表
的有关XRCC1
Arg399Gln基因
多态性与中国人
群肝癌易感性关
系的研究文献进
行综合分析, 评
估其危险值OR,
为肝癌的诊断提
供依据.

1.000

8.700

Gln/Gln vs Arg/Arg+Arg/Gln的Meta分析森林图.

Gln+Arg/Gln增加中国人群罹患肝癌风险(OR

位基因Arg-allele比较, 等位基因Gln-allele增加

= 1.49, 95%CI: 1.21-1.83, P <0.001)(图3). 与等

中国人群罹患肝癌的风险(OR = 1.33, 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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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研究方法合理,
结果分析可靠,
结果具有一定参
考意义, 为今后
的临床研究提供
一定的思路.

Study ID

OR(95%CI)

Weight(%)

龙喜带等 ２００４

１．９６（１．３５， ２．８７）

８．３２

韩永年等［６］ ２００４

０．７７（０．４３， １．３７）

６．０１

Ｃｈｅｎ等［７］ ２００５

１．１７（０．９０， １．５１）

９．７８

Ｌｏｎｇ等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５０， ２．７０）

９．３４

任翊等［９］ ２００８

０．５６（０．２８， １．１４）

４．８９

曾小云等［１０］ ２０１０

１．１２（０．８７， １．４４）

９．８６

Ｊｉａ等［１１］ ２０１０

２．１１（１．３０， ３．４２）

７．０５

唐耘天等［１２］ ２０１１

３．３８（２．０９， ５．４８）

７．０７

［５］

［８］

Ｐａｎ等

［１３］

１．４１（０．９１， ２．１８）

７．６２

何国珍等［１４］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５０（１．２８， ４．８７）

５．２３

Ｇｕｏ等［１５］ ２０１２

１．２６（０．９６， １．６６）

９．５９

Ｈａｎ等［１６］ ２０１２

１．５１（０．９０， ２．５５）

６．６５

Ｗｕ等［１７］ ２０１４

１．４１（０．９９， ２．０２）

８．５８

Ｏｖｅｒａｌｌ（１－ｓｑｕａｒｅｄ ＝ ７２．２％， Ｐ ＝ ０．０００）

１．４９（１．２１， １．８３）

１００．００

ＮＯＴ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0.182

1.000

5.480

Gln/Gln+Arg/Gln vs Arg/Arg的Meta分析森林图.

图 3

Study ID

OR(95%CI)

Weight(%)

１．６５（１．２１， ２．２５）

７．８３

韩永年等 ２００４

０．７８（０．５２， １．１８）

６．１３

Ｃｈｅｎ等［７］ ２００５

１．１６（０．９４， １．４３）

９．８３

Ｌｏｎｇ等［８］ ２００６

１．７７（１．４１， ２．２４）

９．３２

任翊等［９］ ２００８

０．７４（０．４１， １．３０）

４．１６

龙喜带等［５］ ２００４
［６］

［１０］

曾小云等

１．０７（０．８７， １．３１）

９．８６

Ｊｉａ等［１１］ ２０１０

１．６５（１．１４， ２．３７）

６．８４

唐耘天等［１２］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１．４２， ２．８３）

７．１９

Ｐａｎ等［１３］ ２０１１

１．１９（０．９１， １．５５）

８．６６

何国珍等［１４］ ２０１２

２．４２（１．３７， ４．２７）

４．２２

［１５］

Ｇｕｏ等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１．２５（１．０２， １．５５）

９．７６

Ｈａｎ等［１６］ ２０１２

１．２２（０．８９， １．６７）

７．７１

Ｗｕ等［１７］ ２０１４

１．４２（１．０８， １．８７）

８．４９

Ｏｖｅｒａｌｌ（１－ｓｑｕａｒｅｄ ＝ ６７．４％， Ｐ ＝ ０．０００）

１．３３（１．１６， 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

ＮＯＴＥ：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ｒａｎｄｏ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0.234
图 4

1.000

4.270

Gln-allele vs Arg-allele的Meta分析森林图.

1.16-1.54, P <0.001)(图4).
2.3 敏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评估 将Meta分析
中各项研究逐一剔除后, 各遗传模型合并效

3 讨论

XRCC1 属于一种DNA损伤修复基因, 其编码
蛋白在碱基切除修复和DNA单链断裂修复过

应量无明显改变, 分析结果稳定. 根据合并

程中发挥支架蛋白作用, 对于维持基因组的稳

结果, 绘制Begg漏斗图. 其中Gln/Gln vs Arg/

定十分关键[28]. 该基因外显子多态性的存在可

Arg+Arg/Gln模型的漏斗图如图5所示, 在漏斗

影响XRCC1编码蛋白的功能活性, 使得遗传损

图上的点比较均匀地分布在中线两侧, 未见发

伤得不到及时修复, 经过一个细胞周期后损伤

表偏倚(图5). Begg检验、Egger检验量化检测

固定为突变, 最终导致肿瘤的发病风险增加.

也未见发表偏倚(表2).

有研究[24]发现, 当XRCC1 基因399位点为A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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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g's funnel plot with pseudo 95%
confidence limits

2

风险有关, 携带Gln/Gln基因型者罹患肝癌的风
险较高, Gln等位基因可增加肝癌患病风险, 提
示可将XRCC1 Arg399Gln作为肝癌易感基因

1
Logor

位点, 用于肝癌的早期诊断.
在Gln/Gln+Arg/Gln vs Arg/Arg和Gln-

0

allele vs Arg-allele基因型比较中, 异质性检验
发现存在统计学意义. 通过敏感性分析寻找
异质性来源, 发现剔除Long等[8]和唐耘天等[12]

-1
0.0

0.2

0.4
S.E. of: logor

0.6

0.8

图 5 XRCC1 Arg399Gln基因多态性与肝癌易感性关系的
漏斗图. ＸＲＣＣ１： Ｘ线修复交叉互补基因１．

这两篇文献后研究间异质性消失, 提示该文献
可能为引起异质性的原因. 但排除这两篇文献
后, Gln/Gln+Arg/Gln vs Arg/Arg和Gln-allele

■名词解释

X 线 修 复 交
叉 互 补 基 因
1(XRCC1 ): 是第
一个分离到的影
响细胞对电离辐
射敏感性的哺乳
动物基因, 其编
码蛋白主要参与
碱基切除修复和
DNA单链断裂修
复, 若基因发生
突变, 会导致细
胞的DNA错配修
复功能缺陷, 产
生遗传不稳定性
和肿瘤易感性.

vs Arg-allele基因型比较分析结果未发生显著
改变. 本文还采用Begg检验和Egger检验评估

Arg基因型时机体的DNA修复能力较强, 而为

发表偏倚, 未发现有明显发表偏倚, 提示结论

Gln/Gln基因型时修复能力相对减弱.

较可靠.

多项研究报道了XRCC1 Arg399Gln基因

本研究的局限性是原始文献提供的数据

多态性与中国人群肝癌易感性之间的关系.

不足, 很难进行细致的亚组分析. 除遗传因素

[5]

龙喜带等 采用外周血白细胞DNA进行PCR-

外, 环境因素对肝癌的发生发展也具有一定作

RFLP(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restriction

用, 但限于文献资料来源所限, 未能对环境因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检测分析140例

素及其对基因的相互作用进行深入分析. 故需

肝癌患者和536例对照人群XRCC1 Arg399Gln

继续关注相关研究, 以期科学准确评价XRCC1

位点基因多态性, 研究发现该位点A r g/A r g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人群肝癌发病风险的关系.

基因型为中国人群肝癌的保护基因型, G l n/
Gln+Arg/Gln基因型为中国人群肝癌的风险基
因型; Wu等

[17]

研究发现, 与Arg/Arg基因型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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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Seventy-eight AP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qually: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Besides conventional treatment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omatostatin alon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lactulose
enema in combination with somatostatin.
The curative efficacy, time to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indices, 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function were
compared for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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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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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lactulose enema in combination with
somatostatin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pancreatitis (AP) and the effects on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intestinal mucosal

WCJD|www.wjgnet.com

■背景资料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
是消化科临床上
较为常见的急腹
症, 患者表现为
腹痛、腹胀、呕
吐、血清淀粉酶
升高等, 患者若
未得到及时而有
效治疗则严重影
响其生命健康甚
至生命.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n
overall effective rate of 94.9%,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79.5%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statistically shorter time to
abdominal pain relief, abdominal distention
relief, fasting time and time to normalization
of serum amylase (P < 0.05 for all). As to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function, level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 interleukin-6 (IL-6),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and indices reflecting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function including procalcitonin and
D-lact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for all).
CONCLUSION: Combined treatment
of lactulose enema and somatostatin is
effective for AP,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curative efficacy, shorten th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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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AP在临床上通
常起病急, 进展
快, 及时而有效
的治疗是患者预
后较好的重要因
素. 然而, 尽管现
在临床上治疗AP
的方法较多, 但
疗效却不一, 其
治疗方案仍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目前, 寻找疗效
高、迅速改善临
床相关指标的AP
治疗方案一直是
临床工作者研究
的热点.

to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indices, alleviate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protect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function.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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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mbination with somatostatin for treatment
of acute pancreatitis: Curative efficacy and effects
on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intestinal mucosal
barrier function.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5; 23(15): 2475-2479 URL: http://www.wjgnet.
com/1009-3079/23/2475.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475

核心提示：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s, AP)是
临床上常见的急腹症, 本研究发现, 乳果糖灌肠
联合生长抑素治疗AP不但疗效较好, 还能缩短
临床指标改善时间, 减轻患者机体炎性反应, 保
护肠黏膜屏障功能, 使患者受益较大.
张洪芳， 王学红， 王芳． 乳果糖灌肠联合生长抑素治疗急性胰
腺炎疗效及对患者炎性因子和肠黏膜屏障功能的影响． 世界
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７５－２４７９ URL: http://www.

wjgnet.com/1009-3079/23/2475.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475

0 引言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s, AP)是临床上常
见的急腹症, 以腹痛、腹胀、呕吐、血清淀粉
酶升高等为主要特点, 起病急, 进展快, 常累及

■相关报道

生长抑素是一种
人工激素, 可以
通过保护胰腺细
胞而促进胰腺恢
复, 缓解患者腹
痛腹胀的症状.
乳果糖是一种双
糖, 具有双糖渗
透性,可有效调节
肠道运动功能,
在缓解AP肠麻
痹、腹胀等临床
症状中具有重要
作用. 炎性因子
级联瀑布效应与
肠道黏膜功能的
破坏在AP病情进
一步发展中具有
重要作用, 减少
炎性因子及肠黏
膜损伤逐渐成为
一种新的AP治疗
策略.

摘要
目的: 探讨乳果糖灌肠联合生长抑素治疗急
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疗效及对患
者炎性因子和肠黏膜屏障功能的影响.

多个脏器. 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部分

方法: 78例符合纳入标准的AP患者按照随机
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n = 39)和观察组
(n = 39). 常规治疗基础中, 对照组给予生长
抑素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应
用乳果糖灌肠治疗.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临床
疗效、临床指标改善时间、炎性因子水平
及肠黏膜屏障功能.

AP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肠黏膜屏障功能损伤,

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4.9%, 明
显高于对照组79.5%的总有效率(P <0.05).
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腹痛缓解时间、腹
胀缓解时间、禁食时间及血清淀粉酶恢复
正常时间显著缩短, 炎性因子肿瘤坏死因
子(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白介
素6(interleukin 6, IL-6)、高灵敏C反应蛋白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水
平及反映肠黏膜屏障功能指标降钙素原、
D -乳酸水平显著降低, 比较都有统计学差异
(均P <0.05).
结论: 乳果糖灌肠联合生长抑素治疗AP疗效
可靠, 能够显著提高临床疗效, 缩短临床指
标改善时间, 减轻机体炎性反应, 保护肠黏
膜屏障功能, 临床上值得进一步研究.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乳果糖； 灌肠； 生长抑素； 急性胰腺炎； 炎
性因子； 肠黏膜屏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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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会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 严重威胁生命[1].
研究[2]表明, 炎性反应在该疾病的发生发展中
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 进一步的研究[3]显示,
而保护肠黏膜屏障功能为该疾病的治疗提供
了一个新途径. 目前, 尽管AP的临床治疗方案
较多, 但疗效不一,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
旨在探讨乳果糖灌肠联合生长抑素治疗AP的
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炎性因子和肠黏膜屏障功
能的影响, 以期为该疾病的选药提供一定参考
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2012-01/2014-10青海大学附属医
院收治的A P患者共78例作为研究对象, 按随
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n = 39)和观察组
(n = 39). 纳入标准: (1)所有患者符合AP的相关
诊断标准[4]; (2)排除手术、外伤导致胰腺炎、
入组前应用胰酶抑制剂、生长抑素等药物、
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患者. 对照组男23例,
女16例, 年龄22-65岁, 平均45.8岁±6.5岁; 病
程0.5-4.0 d, 平均2.3 d±0.4 d; 疾病严重程度:
轻型34例, 重型5例. 观察组男25例, 女14例, 年
龄20-63岁, 平均45.2岁±6.7岁; 病程0.5-3.5 d,
平均2.2 d±0.3 d; 疾病严重程度: 轻型35例, 重
型4例.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及疾病
严重程度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均P >0.05), 具有可比性. 乳果糖, 丹东康
复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3230; 生长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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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总有效率分别为94.9%和79.5%, 与对照组相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 39, n (%)]

表 1

比,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提高, 比较差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对照组

１５（３８．５）

１６（４１．０）

８（２０．５）

３１（７９．５）

2.2 两组临床指标改善时间比较 与对照组相

观察组

２４（６１．５）

１３（３３．３）

２（５．１）

３７（９４．９）

比, 观察组腹痛缓解时间、腹胀缓解时间、禁

分组

χ值

2

４．１３

Ｐ值

０．０４

食时间及血清淀粉酶恢复正常时间均显著缩
短, 比较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表2).
2.3 两组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前, 两组患者

素,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海慈生物药业有限公

炎性因子TNF-α、IL-6、hs-CRP水平比较无统

司, 国药准字H20066707; ELISA试剂盒均购自

计学差异(均P >0.05). 治疗后, 两组上述指标均

上海恒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有不同程度降低(均P <0.05), 与对照组相比, 观

1.2 方法

■创新盘点

尽管生长抑素与
乳果糖均在治疗
中已经应用, 然
而关于二者联合
应用的疗效尚不
可知, 其具体的
疗效机制更未见
报道. 本研究主
要观察二者联合
治疗疗效及其对
患者炎性因子与
肠黏膜的保护作
用进行了探讨.

察组治疗后TNF-α、IL-6、hs-CRP水平显著降

1.2.1 治疗: 所有患者均给予禁食、胃肠减

低,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表3).

压、抗感染、质子泵抑制剂、解痉镇痛、营

2.4 两组肠黏膜屏障功能比较 治疗前, 两组降

养支持及纠正水电解质紊乱等常规治疗. 对

钙素原、D -乳酸等反映肠黏膜屏障功能指标

照组在此基础上应用生长抑素250 µg负荷剂
量静脉注射, 然后以250 µg/h的速度持续泵入.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应用乳果糖30
mg+生理盐水250 mg灌肠, 1次/d治疗. 两组疗
程均为1 wk.
1.2.2 疗效评价及观察指标: 疗程结束后, 进行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 治疗后, 两
组上述指标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均P <0.05), 与
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治疗后降钙素原、D -乳
酸水平显著降低,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表4).

疗效评价. 显效: 患者治疗后3-4 d, 腹痛腹胀临

3 讨论

床症状明显缓解, 血清淀粉酶基本恢复正常, 腹

AP是在多种病因作用下导致胰酶激活引起胰

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

腺及周围组织出现自身消化、水肿、出血甚

无明显异常或较治疗前显著好转; 有效: 治疗

至坏死的一系列病理变化的炎性反应, 病情持

后4-7 d, 患者腹痛腹胀症状显著缓解, 血清淀粉

续进展时将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 严重危及患

酶基本恢复正常或好转, 腹部CT检查无明显改

者生命[5]. 临床上, 在禁食、胃肠减压、纠正水

变; 无效: 未达到上述显效和有效标准. 显效和

电解质紊乱等常规基础上, 多种药物应用到了

有效均为治疗有效. 治疗过程中, 比较两组患者

该疾病的治疗中, 但疗效不一, 还有待进一步

腹痛缓解时间、腹胀缓解时间、禁食时间、

探讨[6]. 目前, 寻找疗效高、迅速改善临床相关

血清淀粉酶恢复正常时间等临床指标改善时

指标的AP治疗方案一直是临床工作者研究的

间. 并于治疗前后, 抽取患者静脉血, 检测比较

热点.

炎性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生长抑素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氨基酸肽类

α, TNF-α)、白介素6(interleukin-6, IL-6)、超敏

激素, 在AP的治疗中应用广泛, 可以通过抑制

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

胰酶分泌、减少细胞血管外渗等多种途径发

CRP)及反映肠黏膜屏障功能指标降钙素原、

挥保护胰腺细胞作用, 从而促进胰腺恢复, 迅

D -乳酸水平. 其中TNF-α、IL-6、hs-CRP、降钙
素原和D -乳酸均采用ELISA法检测.

速缓解腹痛腹胀临床症状, 降低血清淀粉酶等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6.0对

不够理想. 乳果糖是一种双糖, 具有双糖渗透

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mean±SD表示, 采

性, 在肠道内不被吸收, 能够保持肠腔的高渗

2

用t 检验比较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 检验比较分
析, 以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指标[7]. 但是单纯应用该药物治疗AP的效果还

状态, 有效调节肠道运动功能, 在缓解AP肠麻
痹、腹胀等临床症状中具有重要作用[8]. 另外,
该药在肠道内被分解为乳酸和醋酸, 增加肠腔

2 结果

内酸度, 从而降低肠道内细菌异位风险, 减少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治

感染发生率 [9]. 而且通过灌肠给药, 其效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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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乳果糖灌肠联合
生长抑素治疗AP
使患者临床指标
恢复时间缩短,并
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患者机体炎性
反应, 保护肠黏
膜屏障功能, 是
一种较为可靠的
AP治疗方案, 值
得在临床上进一
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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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表 2

AP: 是在多种病
因作用下导致胰
酶激活引起胰腺
及周围组织出现
自身消化、水
肿、出血甚至坏
死的一系列病理
变化的炎性反应.

两组临床指标改善时间比较 (n = 39, mean±SD, d)

分组

腹痛缓解时间 腹胀缓解时间

禁食时间

血清淀粉酶恢复正常时间

对照组

４．１２±０．５７

４．８２±０．７６

７．４１±１．０３

４．２７±０．５１

观察组

３．２２±０．４５

３．３５±０．５２

５．８２±１．０６

３．１０±０．４６

ｔ值

７．７４

９．９７

６．７２

１０．６４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表 3

两组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n = 39, mean±SD)

分组

TNF-α(ng/L)

IL-6(ng/L)

hs-CRP(mg/L)

对照组
治疗前

８２．３１±１０．８９

３４０．２７±２０．９３

２３．１６±５．４４

治疗后

５４．２６±９．５５ａ

１２１．４５±１８．２１ａ

８．４７±１．２６ａ

治疗前

８２．５７±１０．２４

３４０．５５±２０．６１

２３．３５±５．２７

治疗后

ｃｅ

观察组
３０．２８±９．４７

ｃｅ

１０１．３６±１６．３２

６．２２±１．３０ｃｅ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治疗前； ｃＰ ＜０．０５ ｖｓ 观察组治疗前； ｅ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治疗后． ＴＮＦ－α：

肿瘤坏死因子α； ＩＬ－６： 白介素６； ｈｓ－ＣＲＰ： 超敏Ｃ反应蛋白．

表 4 两组肠黏膜屏障功能比较 (n = 39, mean±SD)

录、血管通透性增加等多种病理过程, 导致胰
腺及周围组织损伤, 进一步加速疾病进展. 因

分组

降钙素原(ng/mL)

D -乳酸(mg/L)

此, 减轻炎性反应对A P的治疗具有重要临床
意义. 相关研究[12]表明, 生长抑素可以调节AP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２１±１．０３

１２．８２±３．１６

患者炎性因子水平, 减轻机体炎性反应. 而乳

治疗后

３．６５±０．８３ａ

９．５１±１．２１ａ

果糖调节T N F-α、I L-6等炎性因子的作用在

治疗前

５．２４±１．０５

１２．７７±３．２６

治疗后

２．１７±０．７６ｃｅ

观察组
６．１７±１．１６ｃｅ

其他疾病中已经得到证实 [13] . 但二者联合对
AP患者炎性因子的影响研究较少. 本研究中,
与生长抑素治疗相比, 联合乳果糖灌肠组炎性

ａ

因子TNF-α、IL-6、hs-CRP水平下降更显著,

ｅ

表明该联合方案可以通过不同机制共同发挥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治疗前； ｃＰ ＜０．０５ ｖｓ 观察组治疗前；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治疗后．

减轻炎性反应作用, 从而提高治疗疗效, 改善
佳

[10]

. 但是, 目前关于乳果糖灌肠联合生长抑

临床指标.

素治疗AP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中, 与单用生长

近年来, 研究[14]发现, 在炎性反应、内毒

抑素组相比, 联合乳果糖灌肠组的A P治疗总

素、肠道微循环障碍等因素作用下, A P患者

有效率显著提高, 其腹痛、腹胀缓解、禁食及

的肠黏膜功能存在不同程度损伤, 从而导致感

血清淀粉酶恢复正常时间显著缩短, 表明乳果

染加重, 病情进展, 而保护肠黏膜屏障功能为

糖灌肠治疗可以有效提高A P的治疗疗效, 并

AP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新途径. 当肠黏膜屏障功

迅速改善临床相关指标, 这主要与该药治疗能

能受损时, 容易发生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从而

够促进肠道蠕动、降低感染发生风险的作用

刺激降钙素原和D -乳酸释放, 导致二者水平上

有关.

升, 可以间接反映肠黏膜屏障功能[15]. 本研究

研究 [11]认为, 白细胞过度激活-炎性因子

中, 治疗后两组患者反映肠黏屏障功能的指标

级联瀑布效应在AP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

降钙素原、D -乳酸均有不同程度降低, 而联合

用. 其中T N F-α、I L-6、h s-C R P是研究较多

乳果糖灌肠组降低程度更显著, 表明该联合治

的炎性因子, 其水平在AP患者中明显升高, 参

疗方案在保护AP患者肠黏膜屏障功能方面具

与了上调中性粒细胞功能、调节炎性介质转

有更显著优势, 这可能是其提高AP治疗疗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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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用机制. 分析原因, 乳果糖可以调节肠
道运动功能, 促进肠蠕动, 减少内毒素的蓄积
和吸收, 从而减少内毒素引起的肠道微循环障
碍和血管通透性增加, 从而对肠黏膜屏障功能
起到保护作用[16].
总之, 乳果糖灌肠联合生长抑素治疗AP疗
效可靠, 能够显著提高临床疗效, 缩短临床指
标改善时间, 减轻机体炎性反应, 保护肠黏膜
屏障功能, 临床上值得进一步研究.

6
7
8

9

10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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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该论文创新性地
运用生长抑素与
乳果糖灌肠治疗
联合治疗AP, 疗
效显著, 并且发
现其对于减轻患
者炎症反应与肠
黏膜保护具有积
极意义. 值得进
一步深入研究与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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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磁控胶囊内镜操作效率的因素
孙学国， 刘希双， 田字彬， 张凌云， 刘福国， 纪凤芝， 路艳艳， 姜 坤
■背景资料

我国是胃癌高发
地区, 如何提高
胃癌的早期诊断
率至关重要, 胃
镜无疑是上消化
疾病诊治的首选
检查, 但胃镜具
有侵入性, 一部
分患者会因恐惧
心理而拒绝, 从
而可能延误病情,
有没有一种既方
便、简易, 又能
清晰观察胃黏膜
的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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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reliability of
magnetically guided capsule endoscopy
(MGCE)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ts
performance.
■同行评议者

毛高平, 教授, 中
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总医院

METHODS: The reliability of MGCE in
diagnosing gastric diseases was judged by
recording the pictures for different parts of the
stomach. Factors influencing MGC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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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assessed by comparing the cleaning
degree of the stomach between two kinds of
drinking way and the effect of body position
change on operation time.
RESULTS: The proportions of cardia, gastric
fundus, gastric body, gastric angle, gastric
antrum, and pylorus pictures taken in 212
patients were 85.8%, 89.6%, 95.3%, 88.2%, 93.4%
and 91.1%, respectively. The rate of satisfactory
pictures of the gastric antrum was highest (83.0%),
while that of the gastric fundus was lowest
(48.6%). The rates of satisfaction in patients
drinking 1500 mL water and 500 mL water were
84.6% (44/52) and 75.6% (121/160), respectively,
showing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The mean
operative time (15.4 min ± 9.5 min) in the body
position chang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25.1 min ± 7.4 min) in the simple
operating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MGCE is reliable for detecting
gastric diseases. Drinking 500 mL water before
oper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satisfactory
cleanliness degree of the stomach. The mean
operation time can be shortened by changing
the patient’s body position.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Water volume; Magnetically guided
capsule endoscopy; Position change;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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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检查次之. 因为具有侵入性, 即使有麻醉
胃镜可以选择, 部分患者也会因为担心胃镜及

摘要
目的: 探讨磁控胶囊内镜的临床诊断价值及
影响磁控胶囊内镜操作效率的因素.

麻醉的风险而拒绝. 而影像学检查, 如上消化道
钡餐及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等, 虽然
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胃部疾病的检出率[4,5],
但对于空腔脏器的价值仍很难让临床医生满意.

方法: 记录磁控胶囊内镜对胃内各部分结构
观察情况, 判断磁控胶囊内镜对胃部疾病诊
断的可靠性. 对比两种饮水方法对胃内清洁
度的影响及体位变化对操作时间的影响, 观
察影响操作的因素.

磁控胶囊内镜是在继承第一代胶囊无线传输功
能的基础上增加了磁场控制功能, 其图像质量
甚至达到了能够媲美电子胃镜的程度, 同时又
因为其无创、无交叉感染等优点, 极大地提高

■研发前沿

胶囊内镜最早由
以色列发明, 目
前临床中被广泛
应用于小肠疾病
的检查, 因为其
非可控性, 对胃
部疾病的诊断价
值有限. 磁控胶
囊内镜是在第一
代胶囊基础上增
加了体外磁场控
制功能, 配合患
者饮水, 可很好
的观察胃部黏膜.

了患者的依从性.

结果: 212例患者中贲门、胃底、胃体、
胃角、胃窦及幽门的图像采集比例分别为
85.8%、89.6%、95.3%、88.2%、93.4%及
91.1%, 胃窦最容易采集到清晰的图像, 为
83.0%, 胃底最差, 只有48.6%. 饮水1500 mL
组胃内清洁满意度84.6%(44/52), 而饮水500
mL组仅75.6%(121/160), 但两者差异却无统
计学意义, 提示并不是饮水量越大胃内清洁
度就越高, 体位变化组操作时间(15.4 min±
9.5 min), 与单纯操作组(25.1 min±7.4 min)
相比操作时间明显缩短(P <0.05).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2013-12/2015-1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消化内镜中心行磁控胶囊内镜检查的患者212
例, 年龄9-78岁, 男145例, 女67例, 平均年龄
42.6岁±13.2岁. 纳入标准: (1)健康体检者; (2)
上消化道肿瘤高危人群, 包括有家族史、生活
不规律、饮食习惯不良、酗酒等; (3)出现消
化系可疑症状者, 如长期腹痛、腹泻、厌食、
黑便、原因不明的消瘦及贫血等; (4)消化系
统疾病需要定期复查者, 包括胃炎、溃疡及疾

结论: 磁控胶囊内镜检查胃部疾病安全可靠,
操作前饮水500 mL便可以得到较满意的胃
内清洁度, 如果配合患者的体位变化, 有助
于缩短操作时间.

病内镜下治疗后; (5)循证医学、药效评估等.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器或其他电子仪器植入者; (3)吞咽障碍者; (4)

关键词： 饮水量； 磁控胶囊内镜； 体位变化； 临床
应用

排除标准: 绝对禁忌征: 无手术条件或拒绝接
受任何腹部手术者. 相对禁忌征: (1)已知或怀
疑胃肠道梗阻、狭窄及瘘管者; (2)心脏起搏
孕妇.
磁控胶囊内镜系统由武汉安翰公司生产,
包括磁控胶囊内镜控制系统、NaviCam磁控
胶囊内镜、便携记录器、胶囊定位器及操作

核心提示： 磁控胶囊内镜是我国武汉安翰公司
全球首创. 利用体外磁场来控制胶囊在胃内的
运动, 能够比较清楚地观察胃部黏膜. 对一些心
理素质较差或心肺功能不好的患者, 可以作为
胃镜检查之外一个良好的补充. 操作中的一些
细节, 如饮水量的多少及体位的变化等能够提
高操作效率.

软件系统5部分(图1), 胶囊控制系统包括检查
床、磁头、平移旋转台及控制台4部分. 通过
位于控制台的左右控制杆, 可以完成胶囊的水
平、垂直旋转, 亦可以完成胶囊的潜水、跳
跃、悬浮及掉头等动作. NaviCam磁控胶囊内
镜长27 mm, 直径11.8 mm, 头端视角140°, 质

孙学国， 刘希双， 田字彬， 张凌云， 刘福国， 纪凤芝， 路艳

量5 g.

艳， 姜坤． 影响磁控胶囊内镜操作效率的因素． 世界华人

1.2 方法

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８０－２４８６ URL: http://www.

1.2.1 检查: 受检者于磁控胶囊内镜检查前适当

wjgnet.com/1009-3079/23/2480.asp DOI: http://dx.doi.

饮用清水及消泡剂, 到检后常规签署知情同意

org/10.11569/wcjd.v23.i15.2480

书, 开启操作台及控制软件, 输入受检者信息,
受检者穿戴好便携记录器后平卧于检查床. 激

0 引言

活胶囊, 待实时监控画面稳定后嘱患者吞服.
[1-3]

胃镜检查是上消化道疾病诊断与治疗的首选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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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1

2015-05-28|Volume 23|Issue 15|

孙学国， 等． 影响磁控胶囊内镜操作效率的因素
■相关报道

胶囊内镜如何进
行体外控制, 动
力系统是个难点.
之前有人研究用
巨大磁铁在体外
进行控制, 但操
作笨重, 应用性
较差. 国外有奥
林巴斯公司与西
门子公司联合开
展的磁场控制胶
囊研究, 证实了
对胃部黏膜观察
的可靠性.

A

B

C

D

E

图 1 磁控胶囊内镜系统. Ａ： 遥控胶囊内镜控制系统； Ｂ： ＮａｖｉＣａｍ遥控胶囊内镜机器人； Ｃ： 便携记录器和检查服； Ｄ： 胶
囊定位器； Ｅ： 控制和显示软件ＥＳＮａｖｉ．

结束后记录胃内各部分图像采集情况、操作

量泡沫, 变换体位及增加饮水后仍难以改善

时间、患者的不适感及相关发现.

(图3).

1.2.2 评判标准: 操作完成标准为胶囊在胃内主

1.2.3 研究步骤: 磁控胶囊内镜由超过5000例胃

要部位分别完成3次上浮、下潜动作, 同时在

镜操作经验的内镜医生完成, 操作前每位医生

每个点完成水平、垂直360°旋转, 达到基本能

均经过模型胃操作, 能熟悉分辨胃内结构图像

显示出胃内主要解剖结构并采集到图像. 主要

及控制杆操作.

解剖结构包括: 贲门、胃底、胃体、胃角、胃
窦及幽门(图2).

具体方法: (1)212位患者, 检查结束统计胃
内各部位图像采集情况, 以检验磁控胶囊内镜

将采集到图像按质量分为3个等级: (1)优

对胃黏膜观察的可行性; (2)212位患者按术前

秀: 全面而清晰的图像; (2)中等: 图像在全面或

饮水量不同分两组, 饮水1500 mL组: 共52例患

清晰方面有欠缺; (3)差: 未采集到该部位图像.

者, 术前2 h饮清水1000 mL, 术前1 h口服西甲

根据视野清晰程度, 参考胃镜下图像评

硅油40 mg, 15 min后再饮清水500 mL, 总饮水

价标准[6], 将胃内清洁度分为4个等级A级: 全

量1500 mL. 饮水500 mL组: 共160例患者, 术

胃无泡沫, 视野清晰; B级: 部分胃腔内有少许

前1 h口服西甲硅油40 mg, 15 min后饮清水500

泡沫, 视野尚清, 基本不影响观察; C级: 胃腔

mL, 总饮水量500 mL. 通过记录患者胃内清洁

内见部分泡沫, 变换体位及增加饮水后视野

度, 以A级+B级数量表示胃内清洁度准备满意,

有所改善; D级: 几乎所有胃黏膜表面附着大

比较不同饮水量对胃内清洁度的影响; (3)饮水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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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2

■创新盘点

武汉安翰公司磁
控胶囊内镜自
2013年进入临床
使用, 实际应用效
果怎样? 如何才
能提高临床中使
用的效率? 目前
尚没有相关报道.
本研究从可靠性
及操作中的一些
技巧出发, 总结一
些初步经验.

胃内结构图像. Ａ： 贲门； Ｂ： 胃底； Ｃ： 胃体； Ｄ： 胃角； Ｅ： 胃窦； Ｆ： 幽门．

A

B

C

D

图 3 胃内清洁度评价. Ａ： 全胃无泡沫； Ｂ： 部分胃腔内有少许泡沫； Ｃ： 胃腔内见部分泡沫； Ｄ： 几乎所有胃黏膜表面附着
大量泡沫．

量500 mL的160例患者分两组: 单纯操作组: 共

88.2%(57.5%+30.7%)、93.4%(83.0%+10.4%)、

25例, 患者平躺于检查床, 只依靠操作者控制

91.1%(70.3%+20.8%), 采集到优秀图像的比

操作台操作. 体位变化组: 共135例, 患者平躺

例分别为59.9%、48.6%、78.3%、57.5%、

于检查床, 根据具体操作要求, 体位可以任意

83.0%、70.3%. 各主要解剖结构图像采集比

变化, 主要包括左侧卧位、平躺及右侧卧位.

例均在90%左右, 胃体最高, 达95.3%, 胃窦其

通过对比操作时间来检验体位变化对操作的

次, 贲门最低也有85.4%. 胃窦最容易采集到

影响.

清晰的图像, 比例高达83.0%, 胃底最差, 只有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

48.6%(表1).

数据分析, 采用卡方检验及独立样本t 检验, 以

2.2 饮水量对胃内清洁度的影响 饮水1500 mL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组胃内清洁满意度达84.6%(44/52), 饮水500 mL
组胃内清洁满意度仅75.6%(121/160), 经统计学

2 结果

比较,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显示并不是饮水

2.1 磁控胶囊内镜可行性研究 212例患者, 贲门、

量越多胃内清洁度就越好(表2).

胃底、胃体、胃角、胃窦及幽门6处结构采集

2.3 体位变化对操作时间的影响 在相同胃内准

到图像的比例分别为85.8%(59.9%+25.9%)、

备情况下, 体位变化组患者平均操作时间15.4

89.6%(48.6%+41.0%)、95.3%(78.3%+17.0%)、

min±9.5 min, 与单纯操作组25.1 min±7.4 min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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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经过临床论证,
磁控胶囊内镜对
胃部疾病检查的
可靠性及有效性
均达到了较高的
水平. 对一些一
般情况较差、不
愿行胃镜检查的
患者可以考虑胶
囊内镜检查.

表 1

磁控胶囊内镜采集胃内结构图像

图像质量n (%)

胃内结构

合计(n )

优秀

中等

差

贲门

１２７（５９．９）

５５（２５．９）

３０（１４．２）

胃底

１０３（４８．６）

８７（４１．０）

２２（１０．４）

胃体

１６６（７８．３）

３６（１７．０）

１０（４．７）

胃角

１２２（５７．５）

６５（３０．７）

２５（１１．８）

胃窦

１７６（８３．０）

２２（１０．４）

１４（６．６）

幽门

１４９（７０．３）

４４（２０．８）

１９（８．９）

表 2

２１２

的胶囊运行的可行性, 通过与胃镜检查结果比

不同饮水量对胃内清洁度的影响

较, 显示在某些小的细节方面, 如小的糜烂、
疗效n (%)

分组

合计(n )

满意

不满意

１５００ ｍＬ组

４４（８４．６）

８（１５．４）

５２

５００ ｍＬ组

１２１（７５．６）

３９（２４．４）

１６０

１６５

４７

２１２

合计（ｎ ）

高分化息肉等, 胶囊内镜甚至具有比高清胃镜
更大的优势.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所用武汉安翰公司生
产的磁控胶囊内镜系统于2013-01获得国家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进入临床, 结构主
要包括控制系统(类似磁共振)、胶囊内镜、便

相比明显缩短, 经统计学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

携记录器、胶囊定位器及操作软件5部分. 胶

意义(P <0.05)(表3).

囊内镜是在第一代胶囊基础上增加了金属属
性, 在体外磁场中, 可以根据磁场变化完成水

3 讨论

平、垂直旋转, 亦可以完成上浮、下潜、跳跃

胶囊内镜于20世纪90年代由以色列公司最早

及掉头等动作, 能够比较全面的观察胃部黏

发明, 后相继有奥林巴斯胶囊、MiRoCam胶囊

膜, 易于操作. 应用至今共完成检查212例, 操

及国产OMOM胶囊上市, 为消化系疾病的诊查

作时间由开始时1 h左右缩短到目前约15 min

提供了很大的方便[7], 目前已成为小肠疾病筛
查的首选检查[8,9]. 以上胶囊均为被动式推进胶

1例, 操作中的一些技巧也随着经验的积累及
厂家的指导经历几次较大的变化. 在对212例

囊, 其动力只能依靠胃肠道自身的蠕动, 对食

患者贲门、胃底、胃体、胃角、胃窦及幽门6

管、小肠等管腔直径较小的消化管检查意义

处主要解剖结构的观察中, 采集到图像的比例

较大, 对胃、结肠等管腔直径较大的消化管检

均在90%左右, 达到了较满意的效果. 提高采

查意义较小, 可以认为是第一代胶囊. 动力驱

集到清晰图像的措施主要有良好的术前禁食,

动式胶囊为第二代胶囊, 是在第一代胶囊的基

检查前适当的饮水及消泡剂, 检查过程中体位

础上增加了动力驱动, 按动力来源可分为内部

的变化及实时补充饮水剂等. 本研究中胃窦采

驱动与外部驱动两种[10], Glass等[11]设计的机械

集到清晰图像的比例最高, 达83.0%, 胃底最

足胶囊, Shi等 [12]设计的潜行胶囊等均属于内

差, 只有48.6%. 至于为何胃体发现的机会较大

部驱动; 外部驱动大多是通过体外磁场控制胶

(95.3%), 而清晰全面的图像却不易采到, 这可

囊, 如Keller等[13]通过磁铁装置EMP-2在体外

能与黏液容易积聚到胃体附近有关, 如左侧卧

控制胶囊运行, 在对7名志愿者进行的研究中,

位时黏液常聚集在胃体上部, 平躺时则容易聚

能够观察到75%左右的胃部黏膜. 国内杜凡

集在胃体下部近胃角. 在胶囊内镜的图像上,

等

[14]

开展了类似的研究, 纳入患者55例, 检出

贲门类似开放的菊花, 胃底似脑回, 一般胶囊

浅表性胃炎45例, 浅表性胃炎伴胆汁反流3例,

自食管进入后首先可以看到胃体的上部, 此时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2例, 胃窦肿瘤1例, 未见异

控制球管容易显示出胃体大部分、胃底的少

常4例. 近期有奥林巴斯与西门子公司联合研

部分及贲门, 但胃底的全面观察比较困难, 这

究的磁共振磁场控制下的胶囊内镜系统 [15,16],

里可能有体位的原因此处的水往往较浅, 胶囊

文献报道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体外磁场控制下

在其中的移动不容易控制有一定关系. 患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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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名词解释

两种体位下检查完成时间比较

n

分组

最大值(min)

最小值(min)

mean±SD(min)

Levene检验

t值

P值

０．５５

４．８２

０．００

单纯操作组

２５

４１．５

８．１

２５．１±７．４

体位变化组

１３５

３８．８

８．６

１５．４±９．５

躺状态吞服胶囊能够显著延长胶囊在食管内

同第一代胶囊无明显区别, 因此临床适应征

停留的时间, 增加发现齿状线的机会, 但食管

与风险也同其相似, 本研究212例患者中有15

内控制胶囊却并不容易, 即使多次变换体位、

例同时完成了小肠的检查, 初步统计结果显

移动球管, 我们也很难令胶囊完成诸如翻转、

示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同期应用OMOM胶囊

掉头等动作. 充足地饮水对于磁控胶囊内镜的

检查的结果相类似. 胶囊内镜最大的风险在

检查非常重要, 有人曾证实水-气界面的存在

于胶囊嵌顿, 虽然随着小肠镜技术的发展, 现

. 当胃内的一

在部分嵌顿胶囊可能通过小肠镜取出 [18] , 但

半左右充满水后, 胶囊可以自如地在水面移

对那些无手术条件或拒绝接受任何腹部手术

动, 可以像潜艇一样下潜、上浮, 再结合磁场

的患者仍不提倡此项检查. 另外, 胶囊内镜的

变化, 更可以完成翻滚、跳跃、旋转等动作.

缺点是只能看不能取组织活检, 因此对于那

操作前饮水500 mL左右便可以得到较好的胃

些需要病理检查的患者也不适合.

对操作的成功具有决定性意义

[17]

内清洁满意度(75.6%), 虽然增加饮水量可以

随着高清胃镜、染色胃镜及放大胃镜的

提高满意度, 但研究发现, 操作前饮水1500 mL

应用, 胃镜作为上消化道疾病首选诊治手段的

与500 m L相比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显示也

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 但胃镜毕竟是侵入性检

不是喝水量越多检查效果就越好. 操作过程中

查, 即使麻醉胃镜仍然让一部分患者难以接受,

随时补充饮水可以提高胃内黏膜的观察效果,

从而导致可能的疾病漏诊. 磁控胶囊内镜的出

多项研究表明此时的水温应当与体温相近, 水

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经临床论证, 其对胃

可以将聚集在一起的胃黏膜展开, 亦可以稀释

部疾病检查的可靠性及有效性均达到了较高

胃内的黏液. 操作过程中补充饮水量大小与操

的水平. 因此, 对一些特定的患者选择磁控胶

作时间有一定关系, 操作时间越长, 需要的水

囊内镜不失为胃镜之外一个很好的补充.

磁控胶囊内镜
(MGCE): 为磁场
控制胶囊内镜,
一般为体外磁场,
可根据磁场变化
控制胶囊在体内
姿态、运动.

量就越大. 体位变化可以明显缩短患者的操作
时间, 一般来说左侧卧位时对贲门的观察比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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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compare the value of high-frequency
ultrasound (HFU) and barium meal (BM) in
the diagnosis of intestinal intussusception in
children.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ninetyfour children with suspected intestinal

WCJD|www.wjgnet.com

intussusception at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n HFU
group (97 cases) which received HFU and
a BM group (97 cases) which received BM.
Imaging characteristic for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The time to diagnosis, patient
compliance, satisfaction of the parents,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compared for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oth HFU and BM showed special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The time to diagnosis
in the HFU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BM group, and the patient
compliance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arents
in the HFU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BM group (P < 0.05).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the
HFU group were 91.0% and 75.0%, respectively,
show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mpared
with those (95.7% and 80.0%, respectively) in
the BM group (P > 0.05).

■背景资料

肠套叠是由于机
体部分肠管嵌套
入临近肠腔内部,
导致肠内容物难
以排出而发生肠
梗阻的消化系统
疾病, 儿童发病
率较高, 并且起
病较急, 病情进
展较快, 及时治
疗对于减少患者
痛苦及预后意义
重大. 因此, 尽快
确诊并选择较为
有效的治疗方案
对于控制病情,
提高疗效以及降
低并发症发生率
具有重要意义.

CONCLUSION: Both HFU and BM have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in the diagnosis
of intestinal intussusception in children, but
HFU is much more convenient, safe, and
comfortable.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Key Words: High-frequency ultrasound; Barium
meal; Intestinal intussusception;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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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目前, 小儿肠
套叠(children
intussusception,
CI)对于儿童的
健康危害较大,
早期、快速及准
确的诊断方法对
于及时治疗意义
重大, 一直是儿
科消化系统疾病
研究关注的热点
之一. CI诊断方
法较多, 随着新
技术的发展, 超
声与钡剂造影在
CI诊断中均得到
较为广泛的应用
并取得较好的效
果, 然而, 关于二
者的比较研究较
少, 给临床诊断
选择带来一定迷
惑, 亟需进一步
研究.

Zazhi 2015; 23(15): 2487-2491 URL: http://www.
wjgnet.com/1009-3079/23/2487.asp DOI: http://
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487

摘要
目的: 探讨并比较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在小
儿肠套叠(children intussusception, CI)诊断中
的应用价值, 为临床提供依据.

部, 导致肠内容物难以排出而发生肠梗阻的消
化系统疾病, 主要包括原发性与继发性肠套叠,
多发于儿童, 成年与老年患者发病率较低[1,2]. 小
儿肠套叠(children intussusception, CI)起病较急,
病情进展较快, 因此, 尽快确诊并选择较为有效
的治疗方案对于控制病情, 提高疗效以及降低
并发症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3]. 目前, 超声与钡
剂造影在CI诊断中均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然

方法: 收集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放射科
2008-01/2013-12拟诊为CI患者194例, 随机
分为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诊断组, 各97例,
分别行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诊断. 观察高频
超声与钡剂造影诊断特征、比较2组患者诊
断时间、患者配合度、家长满意度、诊断
灵敏度与特异度.

而, 关于二者的比较研究较少, 本研究通过比较

结果: 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诊断图像均有较
为明显的特征, 高频诊断组患者诊断时间显
著短于钡剂造影组患者, 其患者配合度及家
长满意度均显著高于钡剂造影组患者, 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高频超声诊断
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高达91.0%和75.0%, 钡
剂造影诊断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高达95.7%
和80.0%, 两种诊断方法灵敏度与特异度比
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

科学》CI诊断为标准[4]. 其中, 男性100例, 女性

结论: 本研究表明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检查
在CI诊断中灵敏度与特异性均较好, 但高频
超声检查更为方便、安全, 患者配合度与家
长满意度较高,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推广
应用.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高频超声； 钡剂； 小儿肠套叠； 诊断

两种诊断方法在CI中的诊断价值, 希望为临床
提供一定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收集2008-01/2013-12青海大学附属
医院放射科拟诊为CI患者194例, 以《实用儿
94例, 年龄<6 mo患者59例, 6-12 mo患者119例,
>12 mo患者16例, 病程30 min-67 h. 患者主要
临床表现: 阵发性腹部疼痛并哭闹不休者177
例、呕吐者121例、血便者63例、腹部触诊有
包块者114例, 其中仅1种表现者22例, 合并2种
表现者134例, 合并3种表现者88例, 合并4种表
现者66例. 排除患有严重器官病变性疾病与重
大精神疾病的患者. 随机分为2组, 每组各97例
患者, 分别行高频超声、钡剂灌肠造影检查.
两组患者在性别与年龄分布、病程及临床表
现方面的差异无显著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1.2.1 超声与钡剂造影诊断: 高频超声: 采用
东芝S660A彩色多普勒超声仪, 频率设置为
7.5-10.0 MHZ进行探测. 患者均取仰卧的方式
躺下, 对患者腹部进行全方位检查, 如果发现

■相关报道

钡剂造影诊断肠
套叠可以在诊断
的同时对患者进
行复位, 方便而
易行. 钡剂灌肠
造影使患者接受
较多的医疗辐射,
对患者的健康与
发育造成一定影
响, 尤其对于患
者的生殖器官造
成一定损害, 影
响其生育. 高频
超声在CI的诊断
中不会产生辐射,
安全性较好.

核心提示： 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检查逐渐在小
儿肠套叠(children intussusception)诊断中广泛
应用, 然而, 关于两种方法的比较研究较少. 本
研究发现两种诊断方法灵敏度与特异性均较
好, 但高频超声检查更为方便、安全, 患者配合
度与家长满意度较高.

有包块存在则进行横纵断面检查, 观察包块形
状、肠管扩张与积液状况及腹腔积液状态等.
钡餐造影: 常规钡剂灌肠, 而后分别取仰卧与
俯卧位进行X线拍片检查. 超声与X线诊断图
像经分别经2个经验丰富的超声科与影像科医
师给予诊断, 两位医师意见相异时, 以最终协

韩莉， 张艳红． 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在诊断小儿肠套叠中的应

商取得一致诊断结果为准.

用价值比较．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４８７－２４９１

1.2.2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2种诊断方法的诊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3/2487.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3.i15.2487

断时间、患者配合度、家长满意度、灵敏度
与特异度.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6.0对

0 引言

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mean±SD表示, 采

肠套叠是由于机体部分肠管嵌套入临近肠腔内

用t 检验比较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 检验比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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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诊断时间(min)

患者配合良好[n (%)]

家长满意[n (%)]

高频超声

１５．４±７．６

９３（９５．９）

８８（９０．７）

钡剂造影

７５．４±１６．８

６２（６３．９）

５７（５８．８）

３２．０５

２８．８９

２６．２４

分组

2

χ ／ｔ 值

Ｐ值

表 2

■创新盘点

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诊断时间、患者配合度及家长满意度比较 (n = 97)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近年来, 高频超
声与钡剂造影在
CI诊断中均得到
较为广泛的应用
并取得较好的效
果, 然而, 到目前
为止关于二者的
比较研究尚少,
临床上如何选择
较为合适的诊断
方法仍然是一个
尚需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旨在比较
两种方法在诊断
CI中的灵敏度、
特异度及安全性
等, 以为临床诊
断提供一定依据.

０．０００

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诊断灵敏度与特异度比较 (n = 97)

分组

病理结果
阳性

阴性

阳性

８１

２

阴性

８

６

阳性

８８

１

阴性

４

４

灵敏度(%)

特异度(%)

９１．０

７５．０

９５．７

８０．０

高频超声

钡剂造影

2

χ值

０．９１

０．２２

Ｐ值

０．１０４

２．６４０

析, 以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 回盲型肠套叠55例, 回结型肠套叠29例,
回回结型肠套叠4例, 小肠型1例; 所有患者经

2 结果

空气灌肠复位或者手术治疗均获得成功. 高

2.1 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诊断特征分析 高频

频超声诊断C I, 5例C I误诊为阑尾周围脓肿,

超声诊断CI, 患者腹腔内可见肠套叠包块, 其

1例C I误诊为急性阑尾炎, 2例C I因未探测至

横断面形状多呈现出“同心圆”或者“靶标

肿块而漏诊, 1例阑尾周围脓肿与1例回盲部

环”, 肠壁多有水肿表象, 嵌入肠部系膜的血

肠重复畸形误诊为C I. 钡剂造影诊断组患者

流大量减少甚至消失; 纵断面形状多呈现出

经复位、手术或病理证实C I共92例(94.8%),

“套筒”样间隔排列, 肠管上部可见明显积

其中, 回盲型53例, 回结型34例, 回回结型4

气与积液, 肠间隙部有一定的游离暗区. 钡剂

例, 小肠型1例; 所有患者经空气灌肠复位或

灌肠造影诊断CI, 套叠程度较轻, 钡剂进一步

者手术治疗均获得成功. 3例C I误诊为先天

渗透, X线呈现“弹簧状”或者“卷发状”,

性巨结肠, 1例C I漏诊, 1例肠旋转不良误诊

套叠程度较重, 则可见钡剂受阻, 呈现“杯口

为C I. 高频超声诊断灵敏度与特异度分别为

状”充盈缺损, 随后缩回至回盲肠部而最终

91.0%和75.0%, 钡剂造影诊断灵敏度与特异

消失.

度分别为95.7%与80.0%, 两种诊断方法的灵

2.2 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诊断时间、患者配

敏度与特异度相比,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合度及家长满意度比较 高频超声诊断C I时

P >0.05)(表2).

间显著短于钡剂造影,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高频超声诊断CI, 患者配合良好率

3 讨论

显著高于钡剂造影, 患者家长满意度显著高

CI是儿科最为常见的急腹症之一, 目前, 肠套

于钡剂造影,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叠发病原因尚不完全清楚, 通常包括三层, 按

(表1).

顺序从内到外分别是内、中及外筒, 其中, 内

2.3 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诊断灵敏度与特异

与中桶为套入部, 内与中筒反折部分为套叠

度比较 本组研究中, 高频超声组患者经复

头部, 中与外筒的反折部分为套叠颈部, 外筒

位、手术或者病理证实为C I共89例(91.0%),

为套鞘. 肠套叠患者套入部可发生系膜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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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高频超声与钡剂
造影检查在CI诊
断中灵敏度与特
异性均较好, 但
高频超声检查的
操作更为方便,
对患者并不产生
辐射, 安全性较
高, 此外, 儿童舒
适并乐于配合,
家长对于这种检
查方法满意度也
较高, 值得进一
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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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莉， 等． 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在诊断小儿肠套叠中的应用价值比较
■名词解释

肠套叠: 是由于
机体部分肠管嵌
套入临近肠腔内
部, 导致肠内容
物难以排出而发
生肠梗阻的消化
系统疾病, 主要
包括原发性与继
发性肠套叠.

导致肠壁缺血并最终发展为肠壁坏死或者肠
[5,6]

肛门流出, 造成诊断中断, 需要重新进行, 从

. CI是导致儿童肠梗阻的最主要原因,

而进一步造成诊断时间延长, 耽误治疗方案

该病发病急, 进展快, 病情重, 如果没有得到

的制定 [13]. 此外, 患者由于年龄均较小, 在钡

及时而有效的手术治疗, 通常可能进一步恶

剂灌肠时配合度较差, 需要医护人员及患者

化而导致相关严重并发症发生甚至进一步危

家属共同辅助才能完成钡剂造影诊断, 这不

穿孔

[7]

及生命 . 因此CI的早期诊断与治疗一直是临

但增加了诊断难度, 同样给医务人员与家属

床上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带来一定的辐射, 影响其健康 [14,15]. 相对于钡

研究[8]表明, CI患者起病24 h以内接受复

剂造影检查, 高频超声检查中患者配合度与

位治疗成功率比较高, 24 h以后接受复位治

家长满意度均较高, 诊断过程更为顺利. 在CI

疗的患者不但成功率较低, 其肠管易于发生

诊断灵敏度与特异度方面, 高频超声检查与

水肿与坏死, 其发生医源性肠穿孔的风险也

钡剂造影检查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表明二者

显著升高. 然而, 由于患者初期CI的典型临床

诊断的可靠性较为一致, 均能满足医疗需要.

症状与体征尚不明显, 临床上对该病的早期

然而, 本研究中样本例数仍然较少, 在以后的

诊断较为困难, 并且容易导致误诊或者诊断

研究中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 以获得

延误. 因此, 快速而准确的诊断对于减少提高

更为可靠的结论.

C I治疗成功率、减少其严重并发症并促进其

总之, 高频超声与钡剂造影检查在CI诊断

快速康复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临床上诊断CI

中灵敏度与特异性均较好, 但高频超声检查更

的最为常用的方法为超声或者钡剂造影检查,

为方便、安全, 患者配合度与家长满意度较高,

然而, 关于二者在C I临床诊断中的比较研究

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推广应用.

尚少.
钡剂造影并使用X线透视检查是临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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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CLINICAL PRACTICE

生长抑素对术后早期炎症性肠梗阻患者的临床疗效
叶小荣， 杨越涛， 王理富， 王昌雄
■背景资料

术后早期炎症
性肠梗阻(early
postoperative
inﬂammatory ileus,
EPII)往往容易被
忽略, 若不能及时
有效的救治, 大多
会腹腔感染、肠
坏死、吻合口瘘,
甚至导致患者死
亡. 对于EPII应首
先采用非手术治
疗, 本文通过随机
对照研究, 探讨生
长抑素治疗EPII
的临床疗效、中
转手术例数及住
院时间等方面的
差异, 以期总结治
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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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ssess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somatost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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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h e t r e a t me n t o f e a r l y p o st o p e r a t i v e
inflammatory ileus (EPII).
METHODS: Sixty EPII patients treated at Lishui
People's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 treatment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received somatostatin
infus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Therapeutic effects, side effects, symptoms and
hospital stay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 E S U LT S : T h e t r e a t m e n t g r o u p h a 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rate of cure and improvement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times
to remission of bloating, abdominal pain, and
nausea, time to first anal exhaust, amount of
decompression drainage, number of cases of
conversion to surgery, and duration of hospital
stay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lbumin in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and
hematocrit decreased more significantl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Somatostatin for treatment of
EPII not only relieves pain and shortens the
course of disease, but also reduces the financial
burden on patients.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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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 肠腔有机械性的不畅. 炎症、水肿消退
后, 肠袢间的相互黏着可分解, 肠管的通畅可
恢复[3]. 故对于EPII应首先采用非手术治疗. 现

摘要
目的: 观察生长抑素对术后早期炎症性肠
梗阻(early postoperative inflammatory ileus,
EPII)的疗效和不良反应.
方法: 选取丽水市人民医院接收的术后EPII
患者60例, 随机平均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
对照组给予禁食. 胃肠外营养支持等常规的
治疗, 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生长抑素
泵注. 记录治愈效果、实验室检查指标(白蛋
白、总蛋白、清蛋白、前清蛋白、红细胞
比容)、不良反应、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
间, 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治疗组治愈和好转比例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治疗组的腹胀
腹痛、恶心消失时间、肛门排气、胃肠减
压引流量、中转手术例数、住院时间上, 均
优于对照组, 白蛋白增高明显, 红细胞比容
降低明显,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结论: 生长抑素治疗EPII具有很高的临床价
值, 既能减轻痛苦, 缩短病程, 又能减轻患者
经济负担, 应积极推广.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生长抑素； 术后早期炎症性肠梗阻； 疗效；
不良反应

将丽水市人民医院2012-06/2014-06收治的EPII
患者60例, 用生长抑素(somatostatin)进行治疗,
疗效显著且无不良反应. 观察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研发前沿

EPII的保守治疗
方法主要为禁食
禁饮、应用全肠
外营养支持治疗
等, 但保守治疗
的临床疗效并不
十分理想, 因此
探讨更有效、安
全的治疗方案是
目前亟待研究的
问题.

1.1 材料 选取丽水市人民医院2012-06/2014-06
接收的60例E P I I患者. 将60例患者按照《中
心编码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
组, 每组病例数均为30例, 其中对照组男性为
20例, 女性为10例, 其中, 小肠黏连松解术1例
(3.3%), 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13例(43.3%), 脾
破裂行脾切除术2例(6.7%), 右半结肠切除4例
(13.3%), 化脓性及穿孔性阑尾炎行急诊切除
术10例(33.3%). 年龄31.1-69.1岁, 平均年龄为
48.63岁±8.36岁. 治疗组男性为19例, 女性为
11例, 其中, 小肠黏连松解术1例(3.3%), 胃十二
指肠溃疡穿孔13例(43.3%), 脾破裂行脾切除术
1例(3.3%), 右半结肠切除3例(9.9%), 化脓性及
穿孔性阑尾炎行急诊切除术12例(40.0%). 年
龄32.8-68.2岁, 平均年龄为49.87岁±8.33岁.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治疗: 治疗组30例患者治疗方法主要包
括: 禁食; 胃肠外营养支持治疗; 纠正贫血、低
蛋白血症; 持续有效的胃肠减压; 选用有效抗

核心提示： 生长抑素治疗术后早期炎症性肠梗
阻(early postoperative inﬂammatory ileus)具有很
高的临床价值, 既能减轻痛苦, 缩短病程, 又能
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值得积极推广应用.

菌素控制感染; 维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 应
用糖皮质激素等. 在这些治疗措施的基础上,
给予生长抑素6 mg加入生理盐水1000 mL中,
用微量泵持续24 h泵入, 用药3-7 d, 平均4.5 d.
对照组30例患者治疗方法主要包括: 禁

叶小荣， 杨越涛， 王理富， 王昌雄． 生长抑素对术后早
期炎症性肠梗阻患者的临床疗效．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食; 胃肠外营养支持治疗; 纠正贫血、低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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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 持续有效的胃肠减压; 选用有效抗菌素

com/1009-3079/23/2492.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492

控制感染; 维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 应用糖
皮质激素等. 给予生理盐水1000 mL, 用微量泵
持续24 h泵入, 用药3-7 d, 平均4.5 d.

0 引言

1.2.2 指标观察: 疗效指标: 治愈: 临床症状、

术后早期炎症性肠梗阻(early postoperative

体征完全消失, 腹部X线检查肠管积液、积气

inflammatory ileus, EPII)是发生在腹腔手术后

消失; 好转: 临床症状、体征缓解, 腹部X线检

早期即1-2 wk内的, 由于炎症引起的肠梗阻, 是

查肠梗阻征象部分缓解; 无效: 临床症状、体

[1,2]

. 其特点是: 肠壁水

征无变化或加剧, 腹部X线检查肠梗阻征象无

肿、炎性渗出、肠袢间相互黏着致蠕动功能

改善. 治愈加好转为显效. 实验室检查指标: 白

腹腔手术常见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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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本文通过随机
对照研究, 观察
了生长抑素治
疗EPII的临床疗
效、中转手术例
数及住院时间等
相关指标, 具有
一定的临床实用
价值.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 30, n (%)]

表 1

分组

治愈
ａ

好转

无效

治疗成功

治疗组

１９（６３．３）

９（３０．０）

２（６．７）

２８（９３．３）ａ

对照组

１０（３３．３）

７（２３．３）

１３（４３．３）

１７（５６．７）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表 2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 (mean±SD)

分组

腹胀腹痛消失

恶心消失

肛门排气

胃肠减压引

(d)

(d)

(d)

流量(mL/d)

ａ

ａ

ａ

住院时间
(d)
ａ

５．３７±１．９６ａ

治疗组

３．４５±１．４８

２．１８±０．６８

４．５８±２．３９

３５７．４８±２．３９

对照组

６．８７±２．８９

４．６３±１．３９

８．０１±２．５７

８６１．２８±４５．５８ ９．６８±２．４５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表 3

两组患者实验室检查指标比较

分组

白蛋白(g/L) 总蛋白(g/L) 清蛋白(g/L)

前清蛋白(mg/L) 红细胞比容(%)

治疗组
治疗前

３６．８９±

６４．５９±

３４．６５±

３４９．２６±

６３．５６±

治疗后

８．６３
４２．９８±

１０．６８
６９．６８±

３．６５
３５．５６±

５６．１３
３３１．２６±

６．２６
５９．６９±

６．３５ａ

８．２４

４．１５

４９．２３

５．６４ａ

治疗前

３６．９８±

６３．４５±

３６．０２±

３５２．２６±

６２．５３±

治疗后

９．６５
３８．５６±

８．６４
６４．７５±

３．６８
３２．９８±

５２．３１
３２６．４５±

６．４８
６１．３５±

８．９７

７．６２

５．１６

４５．６５

６．５４

对照组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蛋白、总蛋白、清蛋白、前清蛋白、红细胞

2.3 两组患者实验室检查比较 治疗组跟对照组

比容.

相比, 白蛋白增高明显, 红细胞比容降低明显,

统计学处理 数据分析采用SPSS16.0统计

且与对照组差别较大,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软件. 计量数据用mean±SD表示, 两组比较用t

(P <0.05)(表3).

检验,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4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患者均没有出
现不良反应.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临床疗

3 讨论

效比较显示: 治疗组治愈和好转比例均高于对

EPII是术后早期肠梗阻的一种[4], 大多是因为

照组, 治愈率和治疗成功率与对照组差别较大,

腹腔手术时间过长, 或是手术感染造成的, 因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腹腔肠管水肿及黏连范围广且较重, 梗阻部

2.2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及住院时间比

位很难确定, 造成手术难度大, 若强行用手术

较 治疗组跟对照组相比, 在腹胀腹痛、恶心消

分离, 容易弄破肠壁, 引发更严重肠瘘, 肠坏死

失时间、肛门排气、胃肠减压引流量、住院

等、腹腔感染等并发症, 加重病情, 增加患者

时间上, 均优于对照组, 且与对照组差别较大,

痛苦, 住院时间延长, 严重的甚至威胁生命[5-7],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2).

故不宜用手术分离, 一般采用保守治疗[8], 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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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效果优于手术治疗. 生长抑素是一种
[9]

环状十四氨基肽 , 广泛存在于胰腺细胞、胃
肠道的神经纤维、肠肌神经丛及中间神经元

2
3

中. 通过本研究观察发现, 生长抑素能有效的
治疗, 能在短时间能消除肠梗阻的症状, 如: 腹

4

胀腹痛、恶心, 缩短排气时间等, 减少住院时
间, 减少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 作用原理可能
是通过调节肠胃运动, 减少消化液的分泌[10,11],
减轻肠道负担, 减少腹胀腹痛和恶心症状; 改

5

善微循环, 抑制炎症反应[12,13], 从而减轻症状,

6

维持水和电解质的平衡, 使肠道再通, 恢复排
气和X影像, 治愈肠梗阻. 生长抑素治愈EPII的
生理生化和细胞学过程,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7
8

因生长抑素半衰期较短, 需要24 h不间断
泵入, 但本药物无不良作用, 这一结果也与查
阅的相关文献[14]相符, 只有在静脉滴注速度
过快时才会引起恶心、呕吐、面色潮红等不
良反应, 只要静注操作得当不会出现不良反应.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样本偏少, 未发现不良反应,
还应在临床实践中, 认真观察, 发现不良反应,
认真记录, 以免再次发生.
总之, 生长抑素对EPII具有良好的治疗效

9
10

11
12
13

果, 能有效减轻患者痛苦和经济压力, 有很高
的临床价值和经济价值, 值得积极推广应用[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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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文为随机对照
分组观察, 设计
比较合理, 观察
指标比较全面.
有一定临床实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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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CLINICAL PRACTICE

腹腔镜改良直肠前切除治疗老年直肠脱垂的疗效
贾如江， 侯丽艳， 冯运章， 李丽芳， 李明辉， 张利宾， 张宏雷
■背景资料

手术仍是目前治
疗直肠脱垂的主
要手段, 老年患
者常伴全身慢性
疾病, 手术耐受
性低, 术后恢复
慢, 腹腔镜与开
腹手术的复发率
相当, 但术后疼
痛、住院时间和
肠功能恢复优势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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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ssess the clinical effects, feasibility
and safety of modified laparoscopic anterior
resection of the rectum for rectal prolapse in
elderly patient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for 20 elderly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rectal prolapse who
underwent modified laparoscopic anterior
resection of the rectum (laparoscopic group)
and 20 elderl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odified anterior resection of the rectum
(open group) from 2005 to 2013 were collecte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surgical
groups was done.
RESULTS: Surgery was successful in all of
the 40 cases. The mean length of the resected
specimen was 21.7 cm ± 2.2 cm vs 22.3 cm ±
2.1 cm and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ean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118.0 mL ± 40.8 mL vs 156.0 mL ±
33.5 mL), time to recovery of intestinal function
(2.3 d ± 0.9 d vs 3.9 d ± 0.7 d), mean duration
of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6.3 d ± 1.1 d
vs 9.9 d ± 1.7 d) and mean operational time
(146.0 min ± 22.3 min vs 115.0 min ± 16.5 min)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rate of complications
(15% vs 45%). All the cases were followed for
36.0 mo ± 11.3 mo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10.0% vs 5.0%, show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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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Modified laparoscopic
anterior resection of the rectum for rectal
prolapse in elderly patients is safe, effective,
and satisfactory, with low recurrence rate and
minimal invasiveness. Laparoscopic procedure
should be considered first for rectal prolapse in
elderly patients.

核心提示： 采用腹腔镜改良直肠前切除术治疗
老年直肠脱垂安全、可靠, 手术更加精细、准
确, 腹腔镜技术在老年患者中获益更高. 行腹腔
镜手术较开腹手术安全性更高, 对于有经验的
手术者, 老年患者应首选腹腔镜手术治疗直肠
脱垂.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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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对于老年患者来
说, 传统开腹手
术的并发症发生
率和死亡率随着
年龄的增加而呈
上升趋势. 为老
年患者找到安全
有效的手术方式
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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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采用腹腔镜改良直肠前切除治
疗老年直肠脱垂的可行性、安全性和临床
疗效.
方法: 收集2005-01/2013-12收治的确诊为直
肠脱垂的老年患者, 腹腔镜手术组20例和开
腹手术组20例, 对其临床资料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均获得成功, 手术切除标
本平均长度21.7 c m±2.2 c m和22.3 c m±
2.1 c m,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平均
出血量118.0 m L±40.8 m L和156.0 m L±
33.5 mL, 肠道功能恢复时间2.3 d±0.9 d和
3.9 d±0.7 d, 术后平均住院时间6.3 d±1.1
d和9.9 d±1.7 d, 两组平均手术时间146.0
min±22.3 min和115.0 min±16.5 min,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并发症发生率分
别为15%和45%, 腹腔镜手术组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低, 与开腹手术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0.05). 术后平均随访36.0 m o
±11.3 mo, 两组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结论: 采用腹腔镜改良直肠前切除术治疗老
年直肠脱垂安全、可靠, 具有明显的微创优
势, 临床疗效比较满意.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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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直肠脱垂指肛管直肠、甚至乙状结肠移位下
降甚至外脱的一种疾病,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
量, 老年人肌肉松弛, 长期便秘及长期腹内压
增加, 多数有直肠压力下降[1], 容易发生本病,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老年直肠脱垂患
者的治疗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公共医学问题. 直
肠脱垂传统手术途径分经腹和经会阴两种 [2],
以往认为经会阴手术虽然复发率高, 但是风险
小, 比较适合于老年及高危患者. 但是随着腹
腔镜技术的成熟, 腹腔镜手术具有明显的微
创优势, 术后恢复更加迅速, 并发症少, 安全性
高, 比开腹手术更加适合于老年患者. 现收集
2005-01/2013-12邯郸市中心医院采用腹腔镜
改良直肠前切除术治疗老年性直肠脱垂患者
的临床资料, 与同期传统开腹手术治疗的老年
患者进行比较, 以探讨腹腔镜改良直肠前切除
术治疗老年直肠脱垂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
效性.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研究对象为老年(年龄≥65岁)直肠脱
垂患者, 脱出直肠表面可见到环状的直肠黏膜
皱襞, 附有黏液, 无明显溃疡、无嵌顿、绞窄
坏死和出血等急性并发症, 直肠远端肠壁均有
不同程度的肥厚水肿, 脱垂的直肠一般需要用
手法复位. 行钡剂灌肠, 均有不同程度的乙状
结肠冗长, 部分患者行结肠镜检查除外结肠其
他病变. 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排便失禁, 肛门
测压均有不同程度的减低, 合并慢性便秘者15
例, 诊断符合完全性直肠脱垂诊断标准 [3]. 腹
腔镜手术组20例, 其中男性7例, 女性13例, 年
龄65-73岁, 平均年龄70.9岁±3.6岁, 病程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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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Laubert等认为年
龄不是腹腔镜直
肠切除固定术的
禁忌症. Wijffels
等和Lee等认为
腹腔镜直肠手术
是治疗老年全层
直肠脱垂的安全
手术方式. Clark
等认为老年患者
腹腔镜直肠脱垂
手术与会阴和开
腹治疗直肠脱垂
手术近期效果相
当, 腹腔镜手术
并发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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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盘点

我们对以往的直
肠前切除术进行
腹腔镜下改良手
术方式, 疗效更
加确切. 我们的
研究将老年患者
直接分为腹腔镜
组与开腹组进行
比较研究, 结论
比以往的研究更
加明确.

年, 平均16.6年±5.2年, 脱垂长度10-30 cm, 平

1.2.4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切除标本长

均15.9 cm±1.9 cm. 传统开腹手术组20例, 其

度、术中出血量、术后恢复情况、手术时

中男性10例, 女性10例, 年龄65-74岁, 平均年

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复发率, 比较两组患

龄70.6岁±3.2岁, 病程8-23年, 平均16.3岁±

者肛门失禁及便秘的评分的变化, 比较两组患

4.9年, 脱垂长度9-25 cm, 平均15.3 cm±2.5 cm.

者肛门压力变化.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

两组病例临床资料具有可比性, 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0.05).

学分析.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ean±SD表

1.2 方法

示, 组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t 检验, 率的比较采

1.2.1 术前准备: 常规腹部手术术前准备, 肠道

用χ 检验.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清洁, 留置胃管、尿管. 术前30 min应用抗生
素.

2 结果

1.2.2 手术: 腹腔镜手术按照文献[4]的方法进

2.1 术中情况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 恢复良

行, 人工气腹维持在11 m m H g, 脐部穿刺10

好, 两组手术切除标本长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m Trocar, 右侧麦氏点穿刺12 mm Trocar作

(P >0.05). 腹腔镜手术组手术出血量少, 与开腹

为主操作孔, 分别于左中上腹及右中腹部穿刺

手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但是

5 mm Trocar, 作为辅助操作孔. 患者取头低脚

腹腔镜手术组平均手术时间较开腹手术组时

高右倾位, 向下游离乙状结肠及直肠, 后方沿

间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骶前间隙向下分离至尾骨尖, 保留肠系膜, 注

2.2 术后恢复情况 腹腔镜组肛门排气时间短,

意保护骶前神经丛, 前方沿邓氏筋膜间隙向下

术后住院日数短, 与开腹手术组比较差异有统

分离至肛提肌边缘, 两侧向下切断直肠侧韧

计学意义(P <0.05). 腹腔镜手术组术后并发症

带, 保留直肠两侧中动静脉, 取下腹部正中小

发生率低, 与开腹手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切口, 取出肠管, 根据乙状结肠冗长长度决定

义(P <0.05). 术后并发症中, 腹腔镜手术发生下

近端切断位置, 切断乙状结肠近端, 近端缝合

腹不适及胀感、肺部感染、肛门会阴疼痛、

荷包, 置入30 mm吻合器. 充分扩肛, 置入卵圆

切口感染、切口疼痛的发生率较开腹手术组

钳, 将直肠及部分乙状结肠外翻并经肛门拖出

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肛门坠胀、

体外, 于肛门外用60 mm直线切割闭合器切除

大便不尽、吻合口出血、吻合口漏两组患者

冗长的乙状结肠下段及部分直肠, 远端断端位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两组患者肛门失

于离肛缘5-10 cm处直肠肥厚部与明显变薄的

禁评分均较术前明显好转, 两组患者肛门压力

交界处, 经肛插入吻合器, 与近端肠管的抵钉

明显升高, 比较两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座对接, 结直肠端端吻合, 将提拉后的直肠后

(P >0.05)(表1).

壁浆肌层纵行缝合固定于骶前筋膜, 直肠侧壁

2.3 术后随访 平均随访36.0 mo±11.3 mo, 两组

悬吊固定于侧腹膜, 并封闭直肠两侧的间隙,

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腹腔镜组1例(5.0%)

将乙状结肠缝合固定于左侧腰大肌筋膜, 在直

和开腹组2例(10.0%)轻度复发, 均于3年后复

肠膀胱或直肠子宫返折处与直肠前壁横向间

发, 主要表现为控便能力不足, 但较术前明显

断缝合, 以封闭由于直肠脱垂而加深的直肠膀

改善(表1).

胱凹或直肠子宫凹, 使过低的凹陷抬高至距肛

■应用要点

对于有经验的手
术者, 老年患者应
首选腹腔镜手术
治疗直肠脱垂. 改
良直肠前切除术,
治疗效果较好.

缘5-6 cm. 开腹手术取截石位, 经下腹正中切

3 讨论

口逐层入腹. 腹腔内手术操作要点同腹腔镜手

直肠脱垂病因比较复杂, 手术仍是目前治疗本

术操作方法.

病的主要手段[5]. 传统手术途径分经腹和会阴

1.2.3 术后处理: 术后给予静脉补液, 化痰, 围术

两种手术, 经会阴手术特别适合于伴有合并症

期应用抗生素24 h, 术后排气后进流质饮食, 每

的老年人和肥胖的患者[6], 或者惧怕开腹手术

晚液态石蜡20 mL口服, 润滑肠道至粪便通畅

和为避免经腹手术带来的神经损伤和性功能

为止. 避免增加腹压的运动, 预防咳嗽等, 保持

丧失的患者[7]. 经腹肠切除固定手术, 具有风险

大便通畅. 术后1 wk开始, 每日做肛门括约肌

大、并发症多等缺点[8]. 老年患者常伴有全身

收缩锻炼, 术后3 mo避免重体力劳动.

慢性疾病, 手术的耐受性较低, 且随着年龄的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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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名词解释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及术后并发症的比较 (n = 20)

腹腔镜组

开腹组

P值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１４６．０±２２．３

１１５．０±１６．５

０．０００

术中出血量（ｍＬ）

１１８．０±４０．８

１５６．０±３３．５

０．００１

２１．７±２．２

２２．３±２．１

０．０６１

肛门排气时间（ｄ）

２．３±０．９

３．９±０．７

０．０００

术后住院日数（ｄ）

６．３±１．１

９．９±１．７

０．０００

并发症发生率（％）

１５．０

４５．０

０．０４１

下腹不适及胀感（％）

１５．０

４５．０

０．０４１

肛门会阴部疼痛（％）

１０．０

４０．０

０．０３２

术后切口疼痛（％）

１０．０

５０．０

０．００７

肛门坠胀、大便不尽（％）

３５．０

４０．０

０．５００

５．０

４０．０

０．０１０

１０．０

５．０

０．５００

吻合口漏（％）

５．０

５．０

０．７５６

切口感染（％）

２５．０

０．０

０．０２４

５．０

１０．０

０．５００

临床资料

切除标本长度（ｃｍ）

肺部感染（％）
吻合口出血（％）

复发率（％）

直肠脱垂: 是指
肛管、直肠黏膜
和直肠全层向下
移位而突出于肛
门外的一种疾病,
只有黏膜脱出成
不完全脱垂; 直
肠全层脱出称完
全脱垂.

增加, 机体组织、细胞的再生能力降低, 导致

染, 而腹腔镜手术则能显著减少老年患者术

术后机体功能恢复缓慢, 吻合口和切口愈合延

后肺部感染发生率, 切口小, 术后切口疼痛较

迟, 因而, 对于老年患者来说, 传统开腹手术的

轻, 患者更容易咳嗽, 患者活动下床早, 有利

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

于肺部的膨胀. 同样这也促进了患者术后肠

上升趋势

[9,10]

. 为老年患者找到安全有效的手

术方式亟待解决.

道功能的恢复. 另外, 腹腔镜手术后感染并发
症低, 考虑与损伤小, 患者免疫力相对较好

腹腔镜与开腹手术的复发率相当, 但术
[11]

有关, 与腹腔镜手术对内脏器官的暴露时间

.

短、干扰少, 生理功能扰乱轻, 术后恢复快.

腹腔镜直肠固定术, 大多数患者术后控便能

我们认为老年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群体, 行腹

后疼痛、住院时间和肠功能恢复优势明显

, 但老年患者, 肛门失禁改善水

腔镜手术较开腹手术安全性更高, 对于有经

. 我们对老年直肠脱垂患者采用腹

验的手术者, 老年患者应首选腹腔镜手术治

力得到改善
平较低

[13]

[12]

腔镜改良直肠前切除术, 在直肠前切除术的

疗直肠脱垂.

基础上行直肠前凹陷闭合术, 此改良之处, 弥

Laubert等[14]认为年龄不是腹腔镜直肠切

补了以往手术的局限性, 完全修复了直肠脱

除固定术的禁忌, 腹腔镜直肠前切除固定术

垂存在的解剖缺陷. 此外, 腹腔镜手术充分体

对老年患者同样安全有效, 可以降低手术风

现了微创优势, 腹腔镜可以放大局部视野, 使

险[15], Wijffels等[16]和Lee等[17]认为腹腔镜直肠

术者对组织及器官观察更加清晰直观, 手术

手术是治疗老年全层直肠脱垂的安全手术方

操作比开腹手术更加精细、准确, 术者直肠

式、死亡率、发病率和住院时间与经会阴手

的游离在疏松结缔组织间隙出血明显减少,

术相当, 但是具有较低的复发率, 但远期效果

老年患者因其血管脆性增加, 血管硬化, 损伤

及复发率需要进一步研究 [18]. Clark等 [19]则认

后更易出血不止, 所以腹腔镜技术在老年患

为随着腹腔镜外科时代的发展, 老年患者腹腔

者中获益更高. 我们的研究显示腹腔镜手术

镜直肠脱垂手术与会阴和开腹治疗直肠脱垂

后切口感染、切口疼痛的发生率低, 与微创

手术近期效果相当, 腹腔镜直肠脱垂手术并发

手术切口显著缩小有直接关系. 术后患者的

症最低. 我们的研究将老年患者直接分为腹腔

下腹不适及胀感、肛门会阴疼痛发生率较开

镜组与开腹组进行比较研究, 结论比以往的研

腹手术组低, 考虑与腹腔镜手术操作相对更

究更加明确. 两组患者切除标本长度无差异,

加精细、准确, 术中对腹腔的脏器牵拉相对

肛门坠胀、大便不尽、吻合口出血、吻合口

较轻有关. 老年患者全麻术后易发生肺部感

漏术后复发率两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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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研究采用腹腔
镜改良直肠前切
除术治疗老年直
肠脱垂, 腹腔镜技
术在老年患者中
获益更高. 行腹腔
镜手术较开腹手
术安全性更高, 对
于有经验的手术
者, 老年患者应首
选腹腔镜手术治
疗直肠脱垂.

组手术效果无差异, 均显示出较好的手术效
果. 但是我们的病例数目较少, 需要大宗病例

11

进一步佐证.
4

参考文献

1

Makineni H, Thejeswi P, Rai BK. Evaluation of
Clinical Outcomes after Abdominal Rectopexy
and Delorme's Procedure for Rectal Prolapse:
A Prospective Study. J Clin Diagn Res 2014; 8:
NC04-NC07 [PMID: 24995208 DOI: 10.7860/
JCDR/2014/7787.4353]
Bordeianou L, Hicks CW, Kaiser AM, Alavi K,
Sudan R, Wise PE. Rectal prolapse: an overview
of clinical features, diagnosis, and patient-specific
management strategies. J Gastrointest Surg 2014;
18: 1059-1069 [PMID: 24352613 DOI: 10.1007/
s11605-013-2427-7]
卢鹏， 刘连杰， 傅传刚． 直肠脱垂的诊断和治疗． 中
国实用外科杂志 2005; 25: 126-128
贾如江， 冯运章， 侯丽艳， 刘志萍， 魏铭， 来运钢． 腹
腔镜改良直肠前切除术治疗重度直肠脱垂的临床体
会． 腹腔镜外科杂志 2013; 18: 676-678
Cunin D, Siproudhis L, Desfourneaux V,
Berkelmans I, Meunier B, Bretagne JF, Bouguen
G. No surgery for full-thickness rectal prolapse:
what happens with continence? World J Surg 2013;
37: 1297-1302 [PMID: 23440486 DOI: 10.1007/
s00268-013-1967-z]
Safar B, Vernava AM. Abdominal approaches
for rectal prolapse. Clin Colon Rectal Surg 2008;
21: 94-99 [PMID: 20011404 DOI: 10.1055/
s-2008-1075857]
Varma M, Rafferty J, Buie WD. Practice
parameters for the management of rectal prolapse.
Dis Colon Rectum 2011; 54: 1339-1346 [PMID:
21979176 DOI: 10.1097/DCR.0b013e3182310f75]
Madiba TE, Baig MK, Wexner SD. Surgical
management of rectal prolapse. Arch Surg 2005;
140: 63-73 [PMID: 15655208 DOI: 10.1001/
archsurg.140.1.63]
Alves A, Panis Y, Mathieu P, Mantion G,
Kwiatkowski F, Slim K. Postoperative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French patients undergoing
colorectal surgery: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 Arch Surg 2005; 140: 278-283,
discussion 284 [PMID: 15781793 DOI: 10.1001/
archsurg.140.3.278]
Alves A, Panis Y, Mantion G, Slim K,
Kwiatkowski F, Vicaut E. The AFC score:
validation of a 4-item predicting score of
postoperative mortality after colorectal resection
for cancer or diverticulitis: results of a prospective
multicenter study in 1049 patients. Ann Surg
2007; 246: 91-96 [PMID: 17592296 DOI: 10.1097/

2

3
4

5

6

7

8

9

1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SLA.0b013e3180602ff5]
Sileri P, Franceschilli L, de Luca E, Lazzaro S,
Angelucci GP, Fiaschetti V, Pasecenic C, Gaspari
AL. Laparoscopic ventral rectopexy for internal
rectal prolapse using biological mesh: postoperative
and short-term functional results. J Gastrointest Surg
2012; 16: 622-628 [PMID: 22228202 DOI: 10.1007/
s11605-011-1793-2]
Maggiori L, Bretagnol F, Ferron M, Panis Y.
Laparoscopic ventral rectopexy: a prospective
long-term evaluation of functional results and
quality of life. Tech Coloproctol 2013; 17: 431-436
[PMID: 23345041 DOI: 10.1007/s10151-013-0973-3]
Cunin D, Siproudhis L, Desfourneaux V,
Bouteloup PY, Meunier B, Ropert A, Berkelmans
I, Bretagne JF, Boudjema K, Bouguen G.
Incontinence in full-thickness rectal prolapse:
low level of improvement after laparoscopic
rectopexy. Colorectal Dis 2013; 15: 470-476 [PMID:
22966956 DOI: 10.1111/codi.12027]
Laubert T, Bader FG, Kleemann M, Esnaashari H,
Bouchard R, Hildebrand P, Schlöricke E, Bruch
HP, Roblick UJ. Outcome analysis of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ing laparoscopic resection
rectopexy for rectal prolapse. Int J Colorectal Dis
2012; 27: 789-795 [PMID: 22249437 DOI: 10.1007/
s00384-011-1395-1]
Magruder JT, Efron JE, Wick EC, Gearhart SL.
Laparoscopic rectopexy for rectal prolapse to
reduce surgical-site infections and length of stay.
World J Surg 2013; 37: 1110-1114 [PMID: 23423448
DOI: 10.1007/s00268-013-1943-7]
Wijffels N, Cunningham C, Dixon A, Greenslade
G, Lindsey I. Laparoscopic ventral rectopexy for
external rectal prolaps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the elderly. Does this make perineal procedures
obsolete? Colorectal Dis 2011; 13: 561-566 [PMID:
20184638 DOI: 10.1111/j.1463-1318]
Lee SH, Lakhtaria P, Canedo J, Lee YS, Wexner
SD. Outcome of laparoscopic rectopexy versus
perineal rectosigmoidectomy for full-thickness
rectal prolapse in elderly patients. Surg Endosc
2011; 25: 2699-2702 [PMID: 21479778 DOI:
10.1007/s00464-011-1632-2]
Roblick UJ, Bader FG, Jungbluth T, Laubert T,
Bruch HP. How to do it--laparoscopic resection
rectopexy. Langenbecks Arch Surg 2011; 396:
851-855 [PMID: 21562864 DOI: 10.1007/s00423011-0796-5]
Clark CE, Jupiter DC, Thomas JS, Papaconstantinou
HT. Rectal prolapse in the elderly: trends in surgical
management and outcomes from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 National Surgical Quality
Improvement Program database. J Am Coll Surg
2012; 215: 709-714 [PMID: 22917645 DOI: 10.1016/
j.jamcollsurg.2012.07.004]

编辑:郭鹏 电编:都珍珍

WCJD|www.wjgnet.com

2500

2015-05-28|Volume 23|Issue 15|

®

在线投稿: http://www.baishideng.com/wcjd/ch/index.aspx
帮助平台: http://www.wjgnet.com/esps/helpdesk.aspx
DOI: 10.11569/wcjd.v23.i15.2501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5年5月28日; 23(15): 2501-2506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临床经验 CLINICAL PRACTICE

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胃蛋白酶原Ⅰ/Ⅱ比值对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器官损害的筛查价值
董继忠， 李永祥
董继忠， 嘉兴市第一医院湘家荡分院检验科 浙江省嘉兴
市 ３１４００２
李永祥，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浙江省嘉兴市 ３１４０００
董继忠， 主管技师， 主要从事检验医学的研究．
作者贡献分布： 本文主要由董继忠与李永祥共同写作完成．
通讯作者： 董继忠， 主管技师， ３１４００２，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七星镇兴民路３４５号， 嘉兴市第一医院湘家荡分院检验科．
７７０６５１１２５＠ｑｑ．ｃｏｍ
电话： ０５７３－８３３８３６１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３－１７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５－０３－２９
接受日期： ２０１５－０４－０１ 在线出版日期： ２０１５－０５－２８

Detec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induced
changes in pepsinogen Ⅰ/Ⅱ
ratio for predicting organ
injurie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hypertension
Ji-Zhong Dong, Yong-Xiang Li
Ji-Zhong Dong,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Xiangjiadang Branch,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axing City,
Jiaxing 314002,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Yong-Xiang L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Jiaxing Maternity &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Jiaxing
314000,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Ji-Zhong Dong, Technicianin-Charge,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Xiangjiadang Branch,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axing City,
345 Xingmin, Qixing Town, Nanhu District, Jiaxing
314002,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770651125@qq.com
Received: 2015-03-17 Revised: 2015-03-29
Accepted: 2015-04-01 Published online: 2015-05-28

Abstract

AIM: To assess the value of detec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infection induced
changes in pepsinogen (PG) Ⅰ/Ⅱ ratio in

WCJD|www.wjgnet.com

predicting organ injurie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hypertension.
METHODS: Sixty-eight patients with
primary hypertension were includ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riglycerides, total
cholesterol, or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and
PG Ⅰ/Ⅱ ratio were analyzed. The changes in
PG Ⅰ/Ⅱ ratio i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ardiopathy, hypertensive nephropathy,
or fundus lesions were compared. The
efficiency of PG Ⅰ/Ⅱ ratio in the diagnosis of
cardiopathy, nephropathy, and retinopathy
was evaluated b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analysis.
RESULTS: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out
H. pylori infection, patients with H. pylori
infection showe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riglycerides (190.6 mg/dL ± 72.1 mg/dL vs
141.4 mg/dL ± 56.8 mg/dL), total cholesterol
(257.8 mg/dL ± 124.7 mg/dL vs 198.6 mg/
dL ± 99.5 mg/dL), and decreased PG Ⅰ
/Ⅱ ratio (8.2 ± 3.6 vs 12.4 ± 4.9) (P < 0.05).
Triglycerides (r = -0.302) and total cholesterol
(r = -0.395)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G Ⅰ/Ⅱ ratio (P < 0.05). The rates of H.
pylori infe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cardiopathy [81.6% (44/49) vs
40.8% (91/223)], hypertensive nephropathy
[84.6% (44/52) vs 45.5% (100/220)], and
fundus lesions [67.7% (84/124) vs 40.5%
(60/148)] than in those without (P < 0.05).
PG Ⅰ/Ⅱ ratio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cardiopathy (6.9 ± 2.6 vs
11.3 ± 3.2), hypertensive nephropathy (6.3
± 1.7 vs 10.8 ± 3.4) and fundus lesions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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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胃 蛋 白 酶 原
(pepsinogen, PG)
是一种胃蛋白
酶无活性前体,
用于筛查胃癌
以及其他胃部
疾病. 消化系疾
病患者的PG水
平与幽门螺杆
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
感染密切相关, H.
pylori 感染是冠
心病的危险因素,
其影响了冠心病
患者的血脂代谢,
也对动脉粥样硬
化、周围血管疾
病等有影响.

■同行评议者

白爱平, 副教授,
江西省南昌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消
化病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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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继忠， 等． 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胃蛋白酶原Ⅰ／Ⅱ比值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器官损害的筛查价值
■研发前沿

根据PG的生化性
质、免疫原性将
其分成PG Ⅰ和
PG Ⅱ亚群. Ⅱ型
糖尿病、慢性肾
衰竭患者的肾脏
损害与H. pylori
感染、PG Ⅰ/Ⅱ
比值密切相关.
关于H. pylori 感
染及PG水平变化
对心血管病气管
损害的筛查研究
较少.

± 1.9 vs 12.2 ± 3.5) compared to patients
without (P < 0.05). The areas under the
ROC curves of PG Ⅰ/Ⅱ ratio for detecting
cardiopathy, hypertensive nephropathy and
fundus lesions were 0.811, 0.802 and 0.83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PG Ⅰ/Ⅱ ratio decreases
in primary hypertension patients with
cardiopathy, hypertensive nephropathy or
fundus lesions, suggesting that PG Ⅰ/Ⅱ ratio
can be used to screen organ injuries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hypertension.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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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感染所致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
P G) Ⅰ/Ⅱ比值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器官损
害的筛查价值.

■相关报道

方法: 选择原发性高血压患者272例, 分析
其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与
P G Ⅰ/Ⅱ比值的相关; 高血压心脏病、高
血压肾病、眼底病变患者P G Ⅰ/Ⅱ比值的
变化; 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面积分析PG比值对
肾损害、眼底病变的诊断效能.

林剑勇等、Senmaru
等所做的关于PG
对各种疾病筛查
价值的研究中, 主
要是PG水平变化
对于胃溃疡、萎
缩性胃炎、胃癌
等消化系疾病的
辅助诊断、筛查,
而对心血管疾病
的筛查价值研究
较少. 谢传珍等人
的研究发现PG Ⅰ/
Ⅱ比值能够预测
高血压肾病、眼
底损害的筛查.

结果: (1)与H. pylori 阴性组相比, H. pylori 阳
性组的甘油三酯(190.6 mg/dL±72.1 mg/dL
vs 141.4 mg/dL±56.8 mg/dL)、总胆固醇
(257.8 mg/dL±124.7 mg/dL vs 198.6 mg/dL
±99.5 mg/dL)升高, 而PG Ⅰ/Ⅱ比值(8.2±
3.6 v s 12.4±4.9)降低(P <0.05). 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的甘油三酯(r = -0.302)、总胆固
醇(r = -0.395)与P G Ⅰ/Ⅱ比值均呈负相关
(P <0.05); (2)原发性高血压伴有高血压心脏
病[81.6%(44/49) vs 40.8%(91/223)]、肾病
[84.6%(44/52) vs 45.5%(100/220)]、眼底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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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67.7%(84/124) vs 40.5%(60/148)]患者的
H. pylori 感染率均高于无高血压心脏病与
肾病、无眼底病变, 而PG Ⅰ/Ⅱ比值低于无
高血压心脏病(6.9±2.6 vs 11.3±3.2)与肾病
(6.3±1.7 vs 10.8±3.4)、无眼底病变(7.4±
1.9 vs 12.2±3.5)(P <0.05); (3)PG Ⅰ/Ⅱ比值
筛查心脏病诊断效能的ROC曲线下面积为
0.811, 肾病损害诊断效能的ROC曲线下面积
为0.802, 眼底病变诊断效能的ROC曲线下面
积为0.831.
结论: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并发心、肾损害以
及眼底病变时的PG Ⅰ/Ⅱ比值降低, PG Ⅰ/Ⅱ
比值可能是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器官损害的
一种筛查指标.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原发性高血压； 胃蛋白酶原； 高血压心脏
病； 高血压肾病； 眼底病变
核心提示： 本研究发现,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并
发心脏病、肾脏损害、眼底病变等器官损害
与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 PG)Ⅰ/Ⅱ比值的降
低关系密切, P G Ⅰ/Ⅱ比值在原发性高血压患
者中心脏病、肾脏损害、眼底病变的诊断效
能较高.
董继忠， 李永祥． 幽门螺杆菌感染所致胃蛋白酶原Ⅰ／Ⅱ比
值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器官损害的筛查价值． 世界华人
消化杂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５０１－２５０６ URL: http://www.

wjgnet.com/1009-3079/23/2501.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501

0 引言
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 PG)是一种胃蛋白酶
无活性前体, 被胃腔内盐酸激活后变成胃蛋
白酶, 用于筛查胃癌以及其他胃部疾病 [1]. 根
据P G的生化性质、免疫原性将其分成P G Ⅰ
和PG Ⅱ亚群. 研究 [2,3]发现, 消化系疾病患者
的PG水平与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感染密切相关, H. pylori 感染是冠
心病的危险因素 [4] , 其影响了冠心病患者的
血脂代谢, 也对动脉粥样硬化、周围血管
疾病等有影响. 已有研究 [5,6] 发现, Ⅱ型糖尿
病、慢性肾衰竭患者的肾脏损害与H. pylori
感染、PG Ⅰ/Ⅱ比值密切相关. 关于H. pylori
感染及P G水平变化对心血管病气管损害的
筛查研究较少, 因此, 本研究通过分析原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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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的P G Ⅰ/Ⅱ比值, 探讨其比值的
变化对患者心、肾、眼底器官损害的筛查
价值.

■创新盘点

2 结果
2.1 H. pylori 感染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相关指
标的关系 本组研究中, 原发性高血压伴有H.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2012-01/2014-12嘉兴市第一医
院湘家荡分院住院治疗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272例. 病例纳入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
南2010》高血压的诊断及分级标准 [7] . 排除

H. pylori 根治术史者、感染性疾病者、胃切
除术手术史者、继发性高血压者、严重心、
肝、脑、肾等器官功能异常者、恶性肿瘤患
者、以及代谢性疾病、慢性炎症等各种严重
慢性疾病者. 其中, 男性148例, 女性124例; 年
龄51-76, 平均年龄62.0岁±8.7岁. 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及患者与家属知情同意后, 完
成本研究. 在本研究的不同分组中, 组间的年
龄、性别等人口学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检测指标: 于清晨, 抽取患者空腹外周静
脉血, 采用酶法检测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
密度脂蛋白, 采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
PG Ⅰ、PG Ⅱ.
1.2.2 诊断高血压肾病: 当尿白蛋白排泄率>20

pylori 阳性144例. 由表1可知, H. pylori 阳性组
甘油三酯、总胆固醇高于H. pylori 阴性组, 而
PG Ⅰ/Ⅱ比值低于H. pylori 阴性组. 经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甘油三酯
(r = -0.302)、总胆固醇(r = -0.395)与PG Ⅰ/Ⅱ
比值呈负相关(P <0.05).
2.2 高血压伴有心脏病、肾病、眼底病变患者
的分析 本组研究中, 原发性高血压伴有心脏
病49例, 眼底病变124例, 肾病52例. 由表2-4可
知, 原发性高血压伴有心脏病、肾病、眼底病
变患者的H. pylori 感染率高于无高血压肾病患
者, 而PG Ⅰ/Ⅱ比值低于无高血压心脏病、肾
病、眼底病变患者(P <0.05).
2.3 P G Ⅰ/Ⅱ比值对心脏病损害、高血压肾
病、眼底病变的诊断效能 PG Ⅰ/Ⅱ比值筛查
心脏病损害诊断效能的敏感度为79.6%, 特异
度为82.5%, ROC曲线下面积为0.811, 对肾病
损害诊断效能的敏感度为78.8%, 特异度为
81.6%, ROC曲线下面积为0.802, 对眼底病变
诊断效能的敏感度为80.4%, 特异度为85.8%,
ROC曲线下面积为0.831(图1).

μg/min, 或肾功能异常时, 并排除由肾脏本身

3 讨论

或其他原因引发的肾功能不全, 则诊断为高血

关于PG对各种疾病筛查价值的研究[8-10]中, 主

压肾病.

要是PG水平变化对于胃溃疡、萎缩性胃炎、

1.2.3 H. pylori 感染的判定: 患者均进行14C呼气

胃癌等消化系疾病的辅助诊断、筛查, 而对心

试验检, 空腹或进食2 h后, 口服1粒尿素(14C)

血管疾病的筛查价值研究较少. PG Ⅰ、PG Ⅱ

胶囊, 静坐20 min后向集气瓶内开始吹气. 之

亚群, 进入胃腔约达80%-90%, 而透过胃黏膜

后加入4.5 mL的稀释闪烁液, 加盖摇匀后放入

毛细血管进入血液中的约达10%-20%, 故能够

测试仪, 2 min CO2 ≥120 dpm/mmol, 则判定H.

从机体的血清中检测到[11], PG水平的变化能够

pylori 感染.

反映出胃黏膜功能的变化. 因此, 本研究通过

1.2.4 视网膜病变检查: 应用1%托品酰胺, 在充

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PG水平变化的检测, 分析

分散瞳后所有患者进行裂隙灯显微镜检查、

PG Ⅰ/Ⅱ比值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心、肾、眼

直接检眼镜检查, 并排除眼部本身或代谢性等

底器官损害的关系.

其他原因引发的眼底病变.

本研究中,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H. pylori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6.0处理数据. 计

阳性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显著高于H. pylori

量资料以measn±SD表示, 计数资料以百分比

阴性患者, 而PG Ⅰ/Ⅱ比值显著低于H. pylori 阴

(%)表示. 计量资料进行t 检验、Pearson相关分

性组患者, 进一步Pearson相关分析发现, 原发

2

析, 采用χ 检验对计数资料进行分析, 采用受

性高血压患者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与PG Ⅰ/

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Ⅱ比值呈显著负相关, 与以往研究[12,13]结果一

R O C)曲线分析P G Ⅰ/Ⅱ比值的诊断效能.

致. 这表明H. pylori 感染、PG对心血管疾病的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血脂水平有影响, 对心血管疾病具有一定的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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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H. pylori 感
染及PG水平变化
对心血管病气管
损害的筛查研究
较少, 因此, 本研
究通过分析原发
性高血压患者H.
pylori 感染引发的
PG Ⅰ/Ⅱ比值变
化, 探讨其比值
变化对患者心、
肾、眼底器官损
害的筛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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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原发性高血压患
者并发心脏病、
肾脏损害、眼底
病变等器官损害
与PG Ⅰ/Ⅱ比值
的降低关系密切,
PG Ⅰ/Ⅱ比值的
变化能够用于筛
查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心脏病、肾
脏损害、眼底病
变等器官损害.

表 1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相关指标与H. pylori 感染的关系比较

H. pylori 阳性组

临床指标

ｎ

统计值

P值

１４４

１２８

６３．３±１０．４

６１．７±１１．６

ｔ ＝ １．１９９

０．２３１

７６（５２．８）

７２（５６．２）

χ ＝ ０．３２９

2

０．５６６

１６６．２±６５．４

１７３．５±７７．１

ｔ ＝ ０．８３７

０．４０４

年龄（ｍｅａｎ±ＳＤ， 岁）
男性ｎ （％）
收缩压（ｍｅａｎ±ＳＤ， ｍｍＨｇ）

H. pylori 阴性组

８８．３±４３．７

８９．６±４６．２

ｔ ＝ ０．２３８

０．８１２

甘油三酯（ｍｅａｎ±ＳＤ， ｍｇ／ｄＬ）

１９０．６±７２．１

１４１．４±５６．８

ｔ ＝ ６．２８４

０．０００

总胆固醇（ｍｅａｎ±ＳＤ， ｍｇ／ｄＬ）

２５７．８±１２４．７

１９８．６±９９．５

ｔ ＝ ４．３４９

０．０００

２７．６±１３．５

２９．８±１５．２

ｔ ＝ １．２６４

０．２０７

８．２±３．６

１２．４±４．９

ｔ ＝ ７．９７２

０．０００

舒张压（ｍｅａｎ±ＳＤ， ｍｍＨｇ）

高密度脂蛋白（ｍｅａｎ±ＳＤ， ｍｇ／ｄＬ）
ＰＧ Ⅰ／Ⅱ比值（ｍｅａｎ±ＳＤ）

ＰＧ： 胃蛋白酶原； Ｈ． ｐｙｌｏｒｉ ： 幽门螺杆菌．

表 2
比较

原发性高血压伴有与无高血压心脏病患者的H. pylori 感染、 PG Ⅰ/Ⅱ比值

n

分组
伴有高血压心脏病组
无高血压心脏病组

H. pylori 阳性n (%)

PG Ⅰ／Ⅱ比值(mean±SD)

４９

４４（８１．６）

６．９±２．６

２２３

９１（４０．８）

１１．３±３．２

2

统计值

χ ＝ ２６．８１９

ｔ ＝ １０．２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Ｐ值
ＰＧ： 胃蛋白酶原； Ｈ． ｐｙｌｏｒｉ ： 幽门螺杆菌．

表 3
比较

原发性高血压伴有与无高血压肾病患者的H. pylori 感染、 PG Ⅰ/Ⅱ比值

临床指标
伴有高血压肾病组
无高血压肾病组

n

H. pylori 阳性n (%)

PG Ⅰ／Ⅱ比值(mean±SD)

５２

４４（８４．６）

６．３±１．７

２２０

１００（４５．５）

１０．８±３．４

2

统计值

χ ＝ ２５．８９０

ｔ ＝ １３．６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Ｐ值
ＰＧ： 胃蛋白酶原； Ｈ． ｐｙｌｏｒｉ ： 幽门螺杆菌．

表 4

原发性高血压伴有与无眼底病变患者的H. pylori 感染、 PG Ⅰ/Ⅱ比值比较

n

H. pylori 阳性n (%)

伴有眼底病变组

１２４

８４（６７．７）

７．４±１．９

无眼底病变组

１４８

６０（４０．５）

１２．２±３．５

临床指标

统计值

Ｐ值

2

PG Ⅰ／Ⅱ比值(mean±SD)

χ ＝ ２０．０３８

ｔ ＝ １４．３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ＰＧ： 胃蛋白酶原； Ｈ． ｐｙｌｏｒｉ ： 幽门螺杆菌．

断价值. 可能是H. pylori 感染能够引发机体的

者的血管发生病变, 可能是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炎症反应, 炎症反应损害了内皮, 从而引发患

出现器官损害的原因. 本研究分析了PG Ⅰ/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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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

病损害诊断效能的敏感度为79.6%, 特异度为
82.5%, ROC曲线下面积为0.811, 对肾病损害

灵敏度

0.8

诊断效能的敏感度为78.8%, 特异度为81.6%,
ROC曲线下面积为0.802, 对眼底病变诊断效

0.6

能的敏感度为80.4%, 特异度为85.8%, ROC曲
0.4

线下面积为0.831. 通常ROC曲线面积>0.75为
具有诊断效能, 本研究结果表明PG Ⅰ/Ⅱ比值

0.2
0.0
0.0

能够筛查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伴发心脏、肾脏
0.2

0.4
0.6
１－特异度

0.8

1.0

损害, 以及眼底病变等器官损害. 这一结果的

■名词解释
14

C呼气试验检:
空腹或进食2 h
后, 口服1粒尿素
( 14 C)胶囊, 静坐
20 min后向集气
瓶内开始吹气.
之后加入4.5 mL
的稀释闪烁液,
加盖摇匀后放
入测试仪, 2 min
CO 2 ≥120 dpm/
mmol, 则判定H.
pylori 感染.

原因可能是P G Ⅰ/Ⅱ比值的变化与机体营养
物质代谢紊乱有关, 机体内PG Ⅰ/Ⅱ比值与胃

B 1.0

饥饿素呈显著正相关, PG Ⅰ/Ⅱ比值降低, 引

灵敏度

0.8

发胃饥饿素水平下降, 导致患者过量饮食、代
谢紊乱 [14,15]. 谢传珍等 [16]的研究发现PG Ⅰ/Ⅱ

0.6

比值能够预测高血压肾病、眼底损害的筛查,

0.4

本研究的结果支持此结果, 而且本研究还进一
步研究了P G Ⅰ/Ⅱ比值对原发性高血压心脏

0.2
0.0
0.0

病的筛查价值.
总之,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并发心脏病、肾
0.2

0.4
0.6
１－特异度

0.8

1.0

值的降低关系密切, PG Ⅰ/Ⅱ比值的变化能够

C 1.0

灵敏度

脏损害、眼底病变等器官损害与P G Ⅰ/Ⅱ比
用于筛查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心脏病、肾脏损

0.8

害、眼底病变等器官损害.

0.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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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患者的H. pylori 感染率显著高于无高血压
肾病患者, 而PG Ⅰ/Ⅱ比值显著低于无高血压
肾病、眼底病变患者. 这表明PG Ⅰ/Ⅱ比值的
降低, 同时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伴发着器官损
害. 进一步检验PG Ⅰ/Ⅱ比值对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器官损害的诊断效能, 经ROC曲线分析发
现, PG Ⅰ/Ⅱ比值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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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carbose in combination with sitagliptin
phosphate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and the
effect on intestinal microflora.

WCJD|www.wjgnet.com

METHODS: One hundred elderly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T2DM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qually: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Besides
conventional treatment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itagliptin phosphat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carbose
combined with sitagliptin phosphate. Glucoserelated indices, levels of blood lipids, intestinal
microflora-related indices including number
of bacteria colonies and coccus/bacillus (c/
b) value as well as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for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 2 h plasma glucose (2 h PG), and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1c) were
statistical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 0.05 for all). As to blood lipids, the levels of
total cholesterol (TC), total glyceride (TG), an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were statistically lower and level of HDL-C
was statistically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P < 0.05 for all). Number of Gram-positive
bacilli, Gram-negative bacilli and (c/b) valu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P < 0.05 for all), while the number of Grampositive cocci and Gram-negative cocci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able
(P > 0.05 for both). During the treatment, no
hypoglycemia occurre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6.0%,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comparable to
12.0%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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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随着社会进步与
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 2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
的发生率一直处
于高位. 此外, 老
龄化社会到来更
使T2DM呈现出
不断上升趋势,
T2DM患者若不
能有效控制血糖,
则容易并发心脑
血管、肾病、视
网膜病变等严重
并发症, 对患者
生命健康与生活
质量构成严重威
胁. 因此, 探索较
为有效并且安全
性高的T2DM治
疗方案意义重大.

■同行评议者

郝丽萍, 副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公共卫
生学院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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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尽管目前治疗
T2DM的药物较
多, 然而不同的
药物治疗控制血
糖的效果与稳定
性差异却较大.
尤其是在治疗过
程中, 患者血糖
波动的问题一直
困扰临床医生.
如何选择有效并
且安全性较高的
T2DM治疗方案
成为临床关注的
热点问题之一.

C O N C L U S I O N : Combined treatment of
acarbose with sitagliptin phosphate is effective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T2DM,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blood glucose, blood
lipids and regulate intestinal microflora with
minor adverse reactions.

结论: 阿卡波糖联合磷酸西格列汀是老年
T2D M的有效治疗方案, 能够显著改善血
糖、血脂指标, 调节肠道菌群, 且不良反应
轻微, 临床上值得进一步研究.

© 2015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关键词： 阿卡波糖； 磷酸西格列汀； 老年； ２型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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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新诊断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治疗过程中, 本研究发现阿卡波
糖联合磷酸西格列汀是老年T2DM的有效治疗
方案, 不但能够显著改善血糖、血脂指标, 还能
发挥调节患者肠道菌群, 且不良反应轻微, 值得
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曹晓红， 张新星． 阿卡波糖联合磷酸西格列汀治疗老年２型
糖尿病疗效及对患者肠道菌群的影响． 世界华人消化杂
志 ２０１５； ２３（１５）： ２５０７－２５１１ URL: http://www.wjgnet.

■相关报道

西 格 列 汀 是
T2DM治疗的一
种新型药物, 主
要通过抑制二肽
基肽酶(dipeptidyl
peptidase, DPP)
发挥作用, 其作
用时间长, 并且
其促进胰岛素分
泌作用具有血糖
依赖性, 具有较
高的安全性. 阿
卡波糖是一种α
葡萄糖苷酶抑制
剂, 主要通过抑
制小肠边缘上皮
细胞上的α-葡萄
糖苷酶而延迟、
减少葡萄糖吸收
达到控制血糖目
的, 在T2DM治疗
中应用广泛.

摘要
目的: 探讨阿卡波糖联合磷酸西格列汀治
疗老年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
T2DM)疗效及对患者肠道菌群的影响.

com/1009-3079/23/2507.asp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3.i15.2507

方法: 100例符合纳入标准的老年新诊断
T2DM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 = 50)和观察
组(n = 50). 常规治疗基础上, 对照组给予磷
酸西格列汀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
联合应用阿卡波糖治疗.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
血糖指标、血脂水平、肠道菌群及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及

结果: 治疗后, 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血糖
相关指标: 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餐后2 h血糖(2 hour plasma glucose,
2 h PG)、糖化血红蛋白A1c(glycosylated
hemoglobin, HbA1c)水平显著降低, 血脂指
标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甘油三酯
(triglyceride, 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水平
显著降低,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水平显著升
高,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肠道
菌群方面, 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治疗后G＋
b、G-b、c/b值明显升高,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均P <0.05), 而G＋c、G-c值两组间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均P >0.05). 治疗过程中, 均未
出现低血糖不良反应. 观察组和对照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分别为16.0%和12.0%, 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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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老龄化趋势的加剧,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的发生率呈现出不断上升趋
势, 主要以血糖升高为临床表现. 如果血糖不能
得到有效控制, 病情持续发展将出现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严重并
发症, 明显影响患者健康及生活质量[1]. 研究[2]
表明, T2DM患者的血脂异常发生率较高, 在血
糖控制不良患者中发生率更高, 而血脂异常会
增加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另外, 肠道
菌群失衡在T2DM的发生中具有一定作用, 老年
T2DM患者会出现肠球菌数量增加, 杆菌数量减
少等肠道菌群失调, 从而加速肠道腐败, 促进有
害物质生成, 加重病情[3]. 因此, 在控制血糖的同
时, 调节血脂及肠道菌群对老年T2DM的治疗具
有重要临床意义. 目前, 临床上治疗该疾病的方
案较多, 但疗效差异大, 且对患者肠道菌群影响
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旨在探讨阿卡波糖联合磷
酸西格列汀治疗老年T2DM的疗效及对患者肠
道菌群的影响, 以期为该疾病的临床选药提供
一定参考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2013-01/2014-10四川省人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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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收治的老年新诊断T2DM患者共100例作为

中, 观察低血糖等不良反应, 其中血糖低于3.9

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对照组(n = 50)和观察组

mmol/L时即为低血糖.

(n = 50). 纳入标准: (1)所有患者符合1999年世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6.0对

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mean±SD表示, 采

[4]

2

推荐的T2DM标准 和中国血脂异常防治建议

用t 检验比较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χ 检验比较分

中的高脂血症诊断标准 [5]; (2)年龄>60岁; (3)

析,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排除糖尿病急性并发症、感染病性疾病、应
激状态、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患者; (4)

2 结果

排除依从性较差的患者. 两组患者均按照医

2.1 两组血糖指标比较 治疗前, 两组患者血糖

嘱进行饮食控制并进行适当运动. 对照组男

指标FPG、2 h PG、HbA1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28例, 女22例, 年龄60-72岁, 平均年龄63.8岁

意义(均P >0.05). 治疗后, 两组上述指标均有不

±8.7岁. 观察组男26例, 女性24例, 年龄61-75

同程度降低(均P <0.05). 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

岁, 平均64.0岁±9.6岁.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

治疗后FPG、2 h PG、HbA1c水平显著降低,

龄、饮食及适当运动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大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表1).

体一致(均P >0.05), 具有可比性. 所有患者均知

2.2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比较 治疗前, 两组

情同意, 自愿参与研究. 本研究中所用药物如

血脂水平各指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均P >0.05).

下: 阿卡波糖(河北华荣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

治疗后, 两组上述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均

字H20103077); 磷酸西格列汀(Merck Sharp &

P <0.05), 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治疗后T C、

Dohme Ltd, 注册证号H20100051).

TG、LDL-C水平显著降低, HDL-C水平显著

1.2 方法

升高,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表2).

1.2.1 治疗: 两组患者均给糖尿病饮食、运动、

2.3 两组治疗前后肠道菌群比较 治疗前, 两组

健康教育、辛伐他汀调脂等常规治疗. 对照组

患者粪便G ＋ c、G - c、G ＋ b、G - b、c/b值比较

在此基础上给予磷酸西格列汀100 mg/次, 1次/d

无统计学差异(均P >0.05). 治疗后, 与对照组相

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应用阿卡

比, 观察组G＋b、G-b、c/b值明显升高, 比较差

波糖50 mg/次, 3次/d治疗. 疗程3 mo.

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而G＋c、G-c值两

1.2.2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 比较两组患者空腹

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均P >0.05)(表3).

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 FPG)、餐后2 h血

2.4 不良反应 治疗过程中, 两组均未出现低血

糖(2 h plasma glucose, 2 h PG)、糖化血红蛋白

糖反应. 其中, 对照组胃肠道反应6例, 不良反

A1c(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1c, HbA1c)等血

应发生率为12.0%, 观察组胃肠道反应8例, 不

糖指标, 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 TC)、甘油

良反应发生率为16.0%, 两组间不良反应发生

三酯(triglyceride, 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χ = 0.33, P = 0.56).

■创新盘点

西格列汀作为一
种新型的糖尿病
治疗药物, 在临
床上逐渐应用并
且取得肯定疗效,
然而关于其与其
他药物的联合应
用效果却报道较
少, 本研究使用
阿卡波糖与西格
列汀联合治疗取
得较好疗效. 此
外, 肠道菌群在
糖尿病治疗中的
作用日益受到重
视, 西格列汀与
阿卡波糖治疗
T2DM对患者肠
道菌群的影响更
少, 本研究则发
现其对患者肠道
菌群具有明显调
节作用.

2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3 讨论

cholesterol, HDL-C)等血脂指标. 并收集患者

血糖控制是T2DM治疗的关键, 良好的血糖控

粪便标本, 采用稀释直接涂片法比较肠道菌群

制对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情况, 具体操作: 于一试管内加入无菌生理盐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药物主要有磺酰脲类、α糖

水10滴(每滴约50 µL), 再加1水滴样大小粪便,

苷酶抑制剂类、双胍类、胰岛素类似物及胰

混匀后取1滴至载玻片上, 涂成直径2 cm大小

岛素增敏剂类药物, 他们在临床上应用较为广

标本, 晾干后进行革兰染色, 油镜下观察4个视

泛, 然而血糖波动仍然困扰临床医生. 西格列

野, 分别记录每500个细菌中的革兰阳性球菌

汀是T2DM治疗的一种新型药物, 主要通过抑

＋

(gram-positive coccus, G c)、革兰阴性球菌

制二肽基肽酶(dipeptidyl peptidase, DPP)发挥

-

(gram-negative coccus, G c)、革兰阳性杆菌

作用. 在体内, 该药可以选择性抑制DPP-4活

＋

(gram-positive bacillus, G b)、革兰阴性杆菌

性, 减少DPP-4导致的肠促胰岛素降解, 并延长

-

(gram-negative bacillus, G b)数量, 计算球菌/

其作用时间, 从而促进胰岛素分泌而达到降血

杆菌比值(coccus/bacillus value, c/b). 治疗过程

糖目的, 相对于常规糖尿病药物治疗, 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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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阿卡波糖与西格
列汀联合治疗
T2DM疗效可靠,
除了常规血糖控
制稳定并且低血
糖发生率较低外,
更能发挥肠道菌
群调节作用, 值得
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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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西格列汀: 是
T2DM治疗的一
种新型药物, 主
要通过抑制二肽
基肽酶(DPP)发
挥作用, 该药可
以选择性抑制
DPP-4活性, 减少
DPP-4导致的肠
促胰岛素降解,
其促进胰岛素分
泌作用具有血糖
依赖性.

表 1

两组血糖指标比较 (n = 50, mean±SD)

分组
对照组
观察组

时间

FPG(mmol/L)

2 h PG(mmol/L)

HbA1c(%)

治疗前

１０．３±２．５

１５．５±０．８

１０．５±１．１

治疗后

７．８±０．４ａ

９．６±０．５ａ

７．７±０．４ａ

治疗前

１０．５±２．４

１５．７±０．６

１０．７±０．８

７．１±０．３ｃｅ

治疗后

８．４±０．４ｃｅ

７．０±０．４ｃｅ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治疗前； ｃＰ ＜０．０５ ｖｓ 观察组治疗前； ｅ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治疗后． ＦＰＧ： 空

腹血糖； ２ ｈ ＰＧ： 餐后２ ｈ血糖； ＨｂＡ１ｃ： 糖化血红蛋白Ａ１ｃ．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血脂水平比较 (n = 50, mean±SD, mmol/L)

分组
对照组
观察组

时间

TC

TG

LDL-C

HDL-C

治疗前

５．５２±１．０１

２．４８±０．９８

４．２７±１．０１

０．７１±０．３２

治疗后

５．０２±０．４０ａ

２．１５±０．３３ａ

３．８０±０．２３ａ

１．３９±０．２２ａ

治疗前

５．５４±１．０２

２．４６±０．９３

４．２９±１．０３

０．７３±０．２７

治疗后

４．３３±０．４３ｃｅ

１．７３±０．２８ｃｅ

３．１１±０．２６ｃｅ

１．６１±０．２０ｃｅ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治疗前； ｃＰ ＜０．０５ ｖｓ 观察组治疗前； ｅ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治疗后． ＴＣ： 总胆

固醇； ＴＧ： 甘油三酯； ＬＤＬ－Ｃ：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ＤＬ－Ｃ：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肠道菌群比较 (n = 50, mean±SD)

分组
对照组
观察组

时间

G＋c/500

G-c/500

治疗前

２６±６

２５０±２１

６７±７

１５２±１０

１．０５±０．３

治疗后

２４±７

２４８±１９

７４±９ａ

１６９±１２ａ

０．９４±０．２ａ

治疗前

２８±５

２５４±２３

６９±６

１５６±１２

１．０４±０．３

治疗后

２５±９

２５１±２６

G＋b/500

ｃｅ

８２±８

G-b/500

c/b

ｃｅ

１８１±１５

０．８５±０．２ｃｅ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治疗前； ｃＰ ＜０．０５ ｖｓ 观察组治疗前； ｅ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治疗后． Ｇ＋ｃ： 革

兰氏染色阳性球菌； Ｇ－ｃ： 革兰氏染色阴性球菌； Ｇ＋ｂ： 革兰氏染色阳性杆菌； Ｇ－ｂ： 革兰氏染
色阴性杆菌； ｃ／ｂ： 球菌／杆菌比值．

时间长, 并且效果相对稳定[6]. 此外, 这种促进

组改善更显著, 且不良反应轻微, 表明该联合

胰岛素分泌作用具有血糖依赖性, 因此低血糖

方案可以通过不同作用机制共同达到降血糖

[7]

不良反应发生率低, 具有更高的安全性 . 李青
[8]

等 研究表明, 西格列汀可以显著改善T2DM

目的, 在老年T2DM的血糖控制中具有重要作
用, 且药物安全性好.

患者血糖指标, 且无严重不良反应. 阿卡波糖

血脂异常是T2D M患者常见的合并代谢

是一种α葡萄糖苷酶抑制剂, 主要通过抑制小

紊乱, 是构成T2DM慢性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

肠边缘上皮细胞上的α葡萄糖苷酶而延迟、减

素, 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过程中起着重

少葡萄糖吸收达到控制血糖目的, 在T2DM治

要作用[10]. 因此, 纠正血脂紊乱同样是T2DM治

疗中应用广泛[9]. 糖尿病治疗中, 单一药物的使

疗的重要方面. 王滟等[11]应用西格列汀治疗老

用往往难以达到较好的血糖控制效果, 联合用

年T2DM时发现, 在血糖得到控制的同时, 血脂

药成为一种更为合理的选择. 本研究中分别采

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而阿卡波糖改善血脂的

用西格列汀及其与阿卡波糖联合治疗, 治疗后

作用也已经在相关研究中得到证实[12]. 但目前

两组患者血糖指标FPG、2 h PG、HbA1c均有

关于二者联合治疗对老年T2DM患者血脂水平

不同程度改善, 而阿卡波糖联合磷酸西格列汀

影响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中, 阿卡波糖联合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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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西格列汀治疗后, 血脂紊乱得到了明显改善,
其中TC、TG、LDL-C水平显著降低, HDL-C
水平显著升高, 表明该联合治疗方案可以显著
改善患者血脂水平. 分析原因, 其调节血脂的

3
4

效应主要与改善胰岛素抵抗, 提高胰岛素敏感
性有关, 从而减轻胰岛素介导的抑制脂肪水解
能力的受损程度, 达到改善血脂紊乱目的[13].
近年来, 研究[14]显示, 肠道菌群参与了机

5
6

体能量代谢过程, 与T2DM的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 Wu等[15]认为, 肠道菌群是参与T2DM代谢

7

性疾病的一种重要因素, 并在T2DM患者的粪
便中发现其杆菌含量较健康人群明显降低. 黄
旭东等 [16] 研究发现, 老年T2D M患者在血糖
升高的同时会出现肠球菌数量增加、双歧杆
菌、类杆菌等杆菌数量减少, 从而促进肠道有
害物质生成, 加重病情. 目前, 关于降糖药物
对患者肠道菌群影响的研究报道甚少. 本研究
中, 两组治疗后G ＋c、G -c值虽然无明显改变,
但G ＋b、G -b、c/b值明显升高, 而阿卡波糖联

8

9

10

11

合磷酸西格列汀组升高更显著, 结果表明该联
合治疗方案在调节肠道菌群方面具有一定作

12

用. 然而本研究中样本量小, 还有待大样本研

13

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此外, 我们对疗效的观
察时间较短, 而其长期疗效则有待于下一步的
深入研究.
总之, 阿卡波糖联合磷酸西格列汀是老年
T2DM的有效治疗方案, 能够显著改善血糖、
血脂指标, 调节肠道菌群, 且不良反应轻微, 临
床上值得进一步研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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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价

本课题研究磷酸
西格列汀联合阿
卡波糖对老年2
型糖尿病患者血
糖、血脂的疗效
及对肠道菌群的
影响, 该研究对
临床上老年2型
糖尿病治疗方案
的改进提供依据,
值得继续深入研
究. 本研究选题
具有较强的现实
意义, 论文撰写
较好, 表述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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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CASE REPORT

溃疡性结肠炎并脑出血、脑梗塞、血小板减少症1例
郭晓鹤， 朱艳丽， 张彩凤， 张超贤， 姬娟娟， 秦咏梅， 韩 宇
■背景资料

溃疡性结肠炎
(ulcerative colitis,
UC)又称非特异
性UC, 是一种病
因尚不十分清楚
的结肠和直肠慢
性非特异性炎症
性疾病, 病变局
限于大肠黏膜及
黏膜下层. 病变
多位于乙状结肠
和直肠, 也可延
伸至降结肠, 甚
至整个结肠. 病
程漫长, 常反复
发作, 迁延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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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同行评议者

任粉玉, 教授, 延
边大学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

Ulcerative colitis (UC) is a chronic nonspecific
inflammatory disease of the colon and rectum
of unknown etiology. Its pathological changes
are often limited to the colon mucosa and
submucosa. Here we report a case of UC with
concomitant cerebral hemorrhage, cerebral
infarction, and thrombocytope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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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又称非
特异性U C, 是一种病因尚不十分清楚的结
肠和直肠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 病变局
限于大肠黏膜及黏膜下层. 通过本病例的学
习希望临床医生对该病引起足够的重视.
© 2015年版权归百世登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所有．

关键词： 脑出血； 脑梗塞； 溃疡性结肠炎； 血小板
减少
核心提示： 本病见于任何年龄, 但20-30岁最多
见. 临床表现分为肠道病变: 腹痛、腹泻, 黏液
脓血便; 肠外表现主要有: 静脉血栓, 皮肤病变,
关节病变, 虹膜睫状体炎, 肝功能损害等等, 亦
有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相关报道, 但患者血小
板减少症合并脑出血, 脑梗塞的病例报道较少,
本文通过报道该病例, 以期引起临床医师的重
视及早期诊断及治疗.
郭晓鹤， 朱艳丽， 张彩凤， 张超贤， 姬娟娟， 秦咏梅， 韩宇． 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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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患者症状无缓解, 并出现癫痫持续状态,
复查头颅核磁显示: 静脉窦破裂脑出血破入

■同行评价

本文对临床有很
好的指导意义.

脑室, 请相关科室会诊后, 建议介入治疗, 家
0 引言

属拒绝介入治疗, 后患者出院, 随访患者出院

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又称非特

后死亡.

异性UC, 是一种病因尚不十分清楚的结肠和
直肠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 病变局限于大

2 讨论

肠黏膜及黏膜下层. 病变多位于乙状结肠和直

U C在我国是比较常见的肠道慢性非特异性

肠, 也可延伸至降结肠, 甚至整个结肠. 病程

炎症疾病, 多呈反复发作, 常规使用5-氨基水

漫长, 常反复发作, 迁延不愈. 本病见于任何

杨酸制剂及糖皮质激素治可使许多患者获得

年龄, 但20-30岁最多见. 临床表现分为肠道病

缓解, 但仍有部分复发性、顽固性和重症患

变: 腹痛、腹泻, 黏液脓血便; 肠外表现主要

者疗效欠佳. 并出现严重的肠外症状, 引起人

有: 静脉血栓, 皮肤病变, 关节病变, 虹膜睫状

们的广泛关注. 大量研究 [1-3]表明, 很多U C患

体炎, 肝功能损害等等, 亦有血小板减少性紫

者处于高凝状态, 病理学研究也发现, U C有

癜的相关报道, 但患者血小板减少症合并脑出

黏膜下血栓形成, 且病变未累及的肠段亦有

血, 脑梗塞的病例报道较少, 本文通过报道该

毛细血管微血栓的形成. 其血栓的形成归因

病例, 以期引起临床医师的重视及早期诊断及

于血栓前状态的存在, 如血小板异常、凝血

治疗.

因子异常、纤溶过程失调等. 有证据表明部
分炎症性肠病患者有血浆因子Ⅺ水平下降,

1 病例报告

血栓调节素、Ⅴ因子、Ⅶ、Ⅷ、Ⅺ及纤维蛋

患者, 女, 50岁, 以间断黏液脓血便7年, “加

白原水平升高, 血小板活性凝集性增加, 血液

重10余天”为主诉入院, 患者7年前无明显诱

处于高凝状态, 可导致肠道微血栓形成. 血栓

因出现黏液脓血便, 3-7次/d不等, 伴腹痛, 里

形成导致肠黏膜充血、水肿、缺血、坏死,

急后重, 曾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行结

甚至溃疡形成, 加重炎症性肠病的病变, 同时

肠镜检查明确诊断为: UC, 规律服用5-氨基水

肠黏膜的炎性细胞浸润、炎症递质释放、毛

杨酸制剂治疗, 患者症状反复; 10余天前症状

细血管扩张和淤血等病理改变, 又可以激活

加重, 再次来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就诊.

内外源性凝血系统, 促进血液高凝状态的发

既往: 有神经性头痛病史20余年, 偶服用药物

生 [4]. 该病例分析: (1)该患者明确UC病史, 有

对症治疗. 查体: 生命体征平稳, 心肺听诊无

腹痛、腹泻、黏液血便的典型症状, 给予药

异常, 左腹部压痛, 余查体无异常. 入院后完

物对症治疗后, 症状缓解; (2)血小板减少症,

9

善血常规检查显示血小板37×10 /L, 入院后

患者UC病史明确, 发病前院外服用中药治疗,

给予左氧氟沙星联合美沙拉嗪治疗, 并给予

入院后查血小板显示血小板减少, 考虑自身

地塞米松、庆大霉素保留灌肠, 患者黏液脓

免疫性因素, 建议患者行骨穿、免疫方面相

血便症状好转, 患者出现头痛, 复查血常规显

关检查, 家属不同意, 并未静脉应用糖皮质激

9

示血小板渐进性下降, 降为23×10 /L, 请血液

素治疗; (3)脑出血并脑梗塞, 患者血小板减

科医师会诊后, 建议完善骨穿等检查, 并建议

少, 出现脑出血, 应用止血药物后, 进而出现

加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家属不同意; 请神经内

脑梗塞, 脑梗塞原因考虑与原发病的高凝状

科医师会诊后, 查体未发现阳性体征, 初步考

态有关, 亦不能除外药物的因素, 后因为颅压

虑神经性头痛可能性大, 行头颅计算机断层

高, 静脉窦破裂脑出血破入脑室, 患者出现严

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检查, 提示:

重的并发症, 癫痫持续状态, 最终家属拒绝治

少量硬膜下出血? 考虑患者血小板减少, 现合

疗. 通过该病例的学习, 希望临床医生引起足

并硬膜下出血, 给予氨甲环酸0.75 g/d, 止血

够的重视, UC患者, 即便血小板较低, 尽量建

治疗3 d, 患者症状无缓解, 行头颅核磁检查提

议家属查明原因, 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 应用

示: 静脉窦血栓形成, 并新发脑梗塞, 后转入

止血药物一定要慎之又慎, 如果患者病史较

神经内科治疗, 转入后给予活血化瘀、抗凝

长, 建议患者定期复查血常规、凝血功能,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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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早期诊治.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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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稿总则
１．１ 性质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World Chinese

Journal of Digestology, WCJD ,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DOI: 10.11569)》
是一份同行评议和开放获取(open access, OA)期
刊, 创始于1993-01-15, 旬刊, 每月8、18和28号
出版.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由507位专家组成, 分布在中国29个省市、自治
区及特别行政区和美国.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的首要任务是出
版胃肠病学, 肝病学, 消化系内镜学, 消化系外
科学, 消化系肿瘤学, 消化系影像学, 消化系介
入治疗, 消化系病理学, 消化系感染学, 消化系
药理学, 消化系病理生理学, 消化系病理学, 消
化系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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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化系微生物学, 消化系遗传学, 消化系转
化医学, 消化系诊断学, 消化系治疗学和糖尿病
等领域的原始创新性文章, 综述文章和评论性
的文章. 最终目的是出版高质量的文章, 提高期
刊的学术质量, 使之成为指导本领域胃肠病学
和肝病学实践的重要学术性期刊, 提高消化系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由百世登出版集
团有限公司(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BPG)主办和出版的一份印刷版, 电子版和网络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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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ical Abstracts》, 《EMBASE/Excerpta
Medica》和《Abstracts Journals》收录. 《世界华
人消化杂志》于2012-12-26获得RCCSE中国权威
学术期刊(A+)称号.《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在中
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12-12-07发布的2011
年度《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统计
显示, 总被引频次3871次(他引率0.82), 影响因子
0.775, 综合评价总分65.5分, 分别位居内科学研
究领域类52种期刊第5位、第7位和第5位, 并荣
获2011年度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１．２ 栏目 述评, 基础研究, 临床研究, 焦点论坛,
文献综述, 研究快报, 临床经验, 循证医学, 病例
报告, 会议纪要. 文稿应具科学性、先进性、可
读性及实用性, 重点突出, 文字简练, 数据可靠,
写作规范, 表达准确.

２．１ 总体标准 文稿撰写应遵照国家标准
GB7713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
的编写格式, GB6447文摘编写规则, GB7714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 3179科学技术
期刊编排格式等要求; 同时遵照国际医学期刊
编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制定的《生物医学期刊投稿的
统一要求(第5版)》(Uniform requirements for

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制作, 所刊载的全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s).

部文章存储在《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网站上.

见: Ann Intern Med 1997; 126: 36-47.

辑、语言编辑和电子编辑.目前编辑和出版43

２．２ 名词术语 应标准化, 前后统一, 如原词过
长且多次出现者, 可于首次出现时写出全称
加括号内注简称, 以后直接用简称. 医学名词
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生
理学名词》、《生物化学名词与生物物理学
名词》、《化学名词》、《植物学名词》、
《人体解剖学名词》、《细胞生物学名词》
及《医学名词》系列为准, 药名以《中华人民

种临床医学OA期刊, 其中英文版42种, 具备国

共和国药典》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的《药

际一流的编辑与出版水平.

名词汇》为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费, 不受版面和彩色图片限制, 作者文章在更
大的空间内得到传播, 全球读者免费获取全文
PDF版本, 网络版本和电子期刊. 论文出版后,
作者可获得高质量PDF, 包括封面、编委会成
员名单、目次、正文和封底, 作为稿酬, 样刊
两本. BPG拥有专业的编辑团队, 涵盖科学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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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同行评议, 是
一份被《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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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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撰稿要求

版三种版本的学术类核心期刊, 由北京百世登

OA最大的优点是出版快捷, 一次性缴纳出版

■ 《世界华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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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英文摘
要被《Chemical
Abstracts》,
《EMBASE/
Excerpta Medica》
和《Abstracts
Journals》收录.

应附外文. 公认习用缩略语可直接应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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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次也写出全称), 如ALT, AST, mAb, WBC,

基因产物用大写正体, 如P16蛋白.

RBC, Hb, T, P, R, BP, PU, GU, DU, ACTH,

２．４ 计量单位 采用国际单位制并遵照有关国家

DNA, LD50, HBsAg, HCV RNA, AFP, CEA,

标准, GB3100-3102-93量和单位. 原来的“分

ECG, IgG, IgA, IgM, TCM, RIA, ELISA, PCR,

子量”应改为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 如 30 kD

的新药, 采用批准的药名; 创新性新药, 请参
照我国药典委员会的“命名原则”, 新译名词

CT, MRI等. 为减少排印错误, 外文、阿拉伯

改为M r 30 000或30 kDa(M大写斜体, r小写正

数字、标点符号必须正确打印在A4纸上. 中

体, 下角标); “原子量”应改为相对原子质

医药名词英译要遵循以下原则: (1)有对等词

量, 即A r(A大写斜体, r小写正体, 下角标); 也可

者, 直接采用原有英语词, 如中风stroke, 发热

采用原子质量, 其单位是u(小写正体). 计量单

fever; (2)有对应词者应根据上下文合理选用

位在+、－及-后列出. 在±前后均要列出,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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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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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中没有对等词或相应词者, 宜用汉语拼音,

3.56±0.27 pg/ml应为3.56 ng/L±0.27 ng/L. BP

如阴yin, 阳yang, 阴阳学说yinyangology, 人中

用kPa(mmHg), RBC数用1×1012/L, WBC数用

renzhong, 气功qigong; 汉语拼音要以词为单位

1×10 9/L, WBC构成比用0.00表示, Hb用g/L.

分写, 如weixibao nizhuanwan(胃细胞逆转丸),

M r明确的体内物质以nmol/L或mmol/L表示,

guizhitang(桂枝汤). 通常应小写.

不明确者用g/L表示. 1 M硫酸, 改为1 mol/L硫

２．３ 外文字符 注意大小写正斜体与上下角标.

酸, 1 N硫酸, 改为0.5 mol/L硫酸. 长10 cm, 宽6

静脉注射iv, 肌肉注射im, 腹腔注射ip, 皮下注

cm, 高4 cm, 应写成10 cm×6 cm×4 cm. 生化

射sc, 脑室注射icv, 动脉注射ia, 口服po , 灌胃

指标一律采用法定计量单位表示, 例如, 血液

ig. s(秒)不能写成S, kg不能写成Kg, mL不能写

中的总蛋白、清蛋白、球蛋白、脂蛋白、血

成ML, lcpm(应写为1/min)÷E%(仪器效率)÷

红蛋白、总脂用g/L, 免疫球蛋白用mg/L; 葡萄

60 = Bq, pH不能写PH或P , H.pylori 不能写成

糖、钾、尿素、尿素氮、CO2结合力、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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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酸、胆固醇、胆固醇酯、三酰甘油、钠、

生物学中拉丁学名的属名与种名, 包括亚属、

合碘、肌酸、肌酐、铁、铅、抗坏血酸、尿

亚种、变种. 如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胆元、氨、维生素A、维生素E、维生素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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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B2、维生素B6、尿酸; 氢化可的松(皮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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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镁、非蛋白氮、氯化物; 胆红素、蛋白结

质醇)、肾上腺素、汞、孕酮、甲状腺素、睾
酮、叶酸用nmol/L; 胰岛素、雌二醇、促肾上
腺皮质激素、维生素B12用pmol/L. 年龄的单
位有日龄、周龄、月龄和岁. 例如, 1秒, 1 s; 2
分钟, 2 min; 3小时, 3 h; 4天, 4 d; 5周, 5 wk; 6
月, 6 mo; 雌性♀, 雄性♂, 酶活性国际单位IU =
16.67 nkat, 对数log, 紫外uv, 百分比%, 升L, 尽
量把1×10-3 g与5×10-7 g之类改成1 mg与0.5
mg, hr改成h, 重量γ改成mg, 长度m改成mm. 国
际代号不用于无数字的文句中, 例如每天不写
每d, 但每天8 mg可写8 mg/d. 在一个组合单位
符号内不得有1条以上的斜线, 例如不能写成
mg/kg/d, 而应写成mg/(kg•d), 且在整篇文章内
应统一. 单位符号没有单、复数的区分, 例如, 2
min不是2 mins, 3 h不是3 hs, 4 d不是4 ds, 8 mg
不是8 mgs. 半个月, 15 d; 15克, 15 g; 10%福尔
马林, 40 g/L甲醛; 95%酒精, 950 mL/L乙醇; 5%
CO2, 50 mL/L CO2; 1∶1 000肾上腺素, 1 g/L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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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腺素; 胃黏膜含促胃液素36.8 pg/mg, 改为胃

２．７ 标点符号 遵照国家标准GB/T 15834-1995

黏膜蛋白含促胃液素36.8 ng/g; 10%葡萄糖改

标点符号用法的要求, 本刊论文中的句号都采

为560 mmol/L或100 g/L葡萄糖; 45 ppm = 45

用黑圆点; 数字间的起止号采用“-”字线, 并

-6

×10 ; 离心的旋转频率(原称转速)用r/min, 超

列的汉语词间用顿号分开, 而并列的外文词、

速者用g; 药物剂量若按体质量计算, 一律以

阿拉伯数字、外文缩略词及汉语拼音字母拼

“/kg”表示.

写词间改用逗号分开, 参考文献中作者间一律

２．５ 统计学符号 (1)t 检验用小写t ; (2)F 检验用英

用逗号分开; 表示终了的标点符号, 如句号、

文大写F ; (3)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c ; (4)样本的

逗号、顿号、分号、括号及书名号的后一半,

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 ; (5)自由度用希文小写u ;

通常不用于一行之首; 而表示开头的标点符号,

(6)样本数用英文小写n ; (7)概率用英文斜体大

如括号及书名号的前一半, 不宜用于一行之末.

写P . 在统计学处理中在文字叙述时平均数±标

标点符号通常占一格, 如顿号、逗号、分号、

准差表示为mean±SD, 平均数±标准误为mean

句号等; 破折号应占两格; 英文连字符只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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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英文字符的宽度, 不宜过长, 如5-FU. 外文字

不注). 如同一表中另有一套P 值, 则 cP <0.05,

符下划一横线表示用斜体, 两横线表示用小写,

P <0.01; 第三套为 P <0.05, P <0.01等.

三横线表示用大写, 波纹线表示用黑体.

2

d

e

f

■ 《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编辑
部, 100025, 北京
市朝阳区, 东四
环中路62号, 远
洋国际中心D
座903室, 电话:
010-8538-1892,
传真: 010-85381893,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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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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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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标准为: (1)对研究的理念和设计、数据的获

位数, 例如3 614.5 g±420.8 g, SD的1/3达一百多

得、分析和解读做出重大贡献; (2)起草文章,

g, 平均数波动在百位数, 故应写成3.6 kg±0.4

并对文章的重要的知识内容进行批评性修改;

kg, 过多的位数并无意义. 又如8.4 cm±0.27 cm,

(3)接受对准备发表文章的最后一稿. 作者应符

其SD/3 = 0.09 cm, 达小数点后第2位, 故平均数

合条件1, 2, 3, 对研究工作有贡献的其他人可

也应补到小数点后第2位. 有效位数以后的数字

放入志谢中. 作者署名的次序按贡献大小排列,

是无效的, 应该舍. 末尾数字, 小于5则舍, 大于

多作者时姓名间用逗号, 如是单名, 则在姓与

5则进, 如恰等于5, 则前一位数逢奇则进, 逢偶

名之间空1格(正文和参考文献中不空格). 《世

(包括“0”)且5之后全为0则舍. 末尾时只可1次

界华人消化杂志》要求所有署名人写清楚自

完成, 不得多次完成. 例如23.48, 若不要小数点,

己对文章的贡献.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不设置共

则应成23, 而不应该23.48→23.5→24. 年月日采

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信作者.

用全数字表达法, 请按国家标准GB/T 7408-94

３．３ 单位 作者后写单位的全称空1格后再写省

书写. 如1985年4月12日, 可写作1985-04-12;

市及邮政编码. 格式如: 张旭晨, 梅立新, 承德

1985年4月, 写作1985-04; 从1985年4月12日23

医学院病理教研室 河北省承德市 067000

时20分50秒起至1985年6月25日10时30分止, 写

３．４ 第一作者简介 格式如: 张旭晨, 1994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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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大学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消化系统疾

从1985年4月12日起至1985年6月15日止, 写作

病的病理研究.

1985-04-12/06-16, 上午8时写作08:00, 下午4时

３．５ 作者贡献分布 格式如: 陈湘川与庞丽娟对

半写作16:30. 百分数的有效位数根据分母来定:

此文所作贡献两均等; 此课题由陈湘川、庞丽

分母≤100, 百分数到个位; 101≤分母≤1 000,

娟、陈玲、杨兰、张金芳、齐妍及李洪安设

百分数到小数点后1位; 余类推. 小数点前后的

计; 研究过程由陈玲、杨兰、张金芳、蒋金

阿拉伯数字, 每3位间空1/4阿拉伯数字距离, 如

芳、杨磊、李锋及曹秀峰操作完成; 研究所用

1 486 800.475 65. 完整的阿拉伯数字不移行!

新试剂及分析工具由曹秀峰提供; 数据分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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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湘川、杨兰及庞丽娟完成; 本论文写作由陈

良反应而中途停止研究), 结果(应列出主要结

湘川、庞丽娟及李洪安完成.

果, 包括主要数据, 有什么新发现, 说明其价值

３．６ 同行评议者 为了确保刊出文章的质量, 本

和局限, 叙述要真实、准确、具体, 所列数据

刊即将开始实行接受稿件的同行评议公开策

经用何种统计学方法处理; 应给出结果的置信

略, 将同行评议者姓名, 职称, 机构的名称与文

区间和统计学显著性检验的确切值; 概率写P ,

章一同在脚注出版. 格式如: 房静远, 教授, 上

后应写出相应显著性检验值), 结论(全文总结,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仁济医院, 上海市

准确无误的观点及价值).

消化疾病研究所.

３．１１ 正文标题层次 0 引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

３．７ 基金资助项目 格式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料, 1.2 方法; 2 结果; 3 讨论; 4 参考文献. 序号一

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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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室. huang9815@yahoo.com

相关研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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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以不超过10个实词为宜, 应与中文题名一致.

述改进之处即可.

作者 作者姓名汉语拼音拼写法规定为: 先名,

２ 结果 实验结果应合理采用图表和文字表示,

后姓; 首字母大写, 双名之间用半字线“-”分

在结果中应避免讨论.

开, 多作者时姓名间加逗号. 格式如: “潘伯

３ 讨论 要简明, 应集中对所得的结果做出解释

荣”的汉语拼写法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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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的数量要精选. 表应有表序和表题, 并有

政编码. 例如: Xu-Chen Zhang, Li-Xin Mei,

足够具有自明性的信息, 使读者不查阅正文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Chengde Medical

即可理解该表的内容. 表内每一栏均应有表

College, Chengde 067000, Hebei Province, China

头, 表内非公知通用缩写应在表注中说明, 表

基金资助项目 格式如: Supported by National

格一律使用三线表(不用竖线), 在正文中该出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现的地方应注出. 图应有图序、图题和图注,

30224801

以使其容易被读者理解, 所有的图应在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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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该出现的地方注出. 同一个主题内容的彩

Sheng Ma, Taiyua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色图、黑白图、线条图, 统一用一个注解分

Center for Digestive Diseases, 77 Shuangta

别叙述. 如: 图1 萎缩性胃炎治疗前后病理变

Xijie, Taiyuan 030001, Shanxi Province, China.

化．A: …; B: …; C: …; D: …; E: …; F: …; G:

wcjd@wjgnet.com

…. 曲线图可按●、○、■、□、▲、△顺

收稿及修回日期 格式如: Received: Revised:

序使用标准的符号. 统计学显著性用: aP <0.05,

摘要 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书写要求

目的(应阐明研究的背景和设想、目的), 方法

P <0.01(P >0.05不注). 如同一表中另有一套
P 值, 则 cP <0.05, dP <0.01; 第3套为 eP <0.05,
f
P <0.01. P 值后注明何种检验及其具体数字, 如
P <0.01, t = 4.56 vs 对照组等, 注在表的左下

(必须包括材料或对象. 应描述课题的基本设

方. 表内采用阿拉伯数字, 共同的计量单位符

计, 双盲、单盲还是开放性, 使用什么方法, 如

号应注在表的右上方, 表内个位数、小数点、

何进行分组和对照, 数据的精确程度. 研究对

±、-应上下对齐.“空白”表示无此项或未

象选择条件与标准是否遵循随机化、齐同化

测, “-”代表阴性未发现, 不能用同左、同上

的原则, 对照组匹配的特征. 如研究对象是患

等. 表图勿与正文内容重复. 表图的标目尽量

者, 应阐明其临床表现, 诊断标准. 如何筛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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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有多少例进行过随访, 有多少例因出现不

志谢 后加冒号, 排在讨论后及参考文献前, 左齐.

与中文摘要一致.
３．１０ 中文摘要 必须在300字左右, 内容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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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参考文献 本刊采用“顺序编码制”的著录
方法, 即以文中出现顺序用阿拉伯数字编号排
序. 提倡对国内同行近年已发表的相关研究论
文给予充分的反映, 并在文内引用处右上角加
方括号注明角码. 文中如列作者姓名, 则需在
“Pang等”的右上角注角码号; 若正文中仅引
用某文献中的论述, 则在该论述的句末右上角
注码号. 如马连生 [1]报告……, 潘伯荣等 [2-5]认
为……; PCR方法敏感性高[6-7]. 文献序号作正
文叙述时, 用与正文同号的数字并排, 如本实
验方法见文献[8]. 所引参考文献必须以近2-3
年SCIE, PubMed,《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
刊》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学
术类期刊为准, 通常应只引用与其观点或数据
密切相关的国内外期刊中的最新文献. 期刊:
序号, 作者(列出全体作者). 文题, 刊名, 年, 卷,
起页-止页, PMID和DOI编号; 书籍: 序号, 作
者(列出全部),书名, 卷次, 版次, 出版地, 出版
社, 年, 起页-止页.
５ 网络版的发表前链接 本刊即将开始实行网
络版的每篇文章上都有该文发表前纪录的链
接, 包括首次提交的稿件, 同行评议人报告, 作
者给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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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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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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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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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修回稿须知
６．１ 修回稿信件 来稿包括所有作者签名的作
者投稿函. 内容包括: (1)保证无重复发表或一
稿多投; (2)是否有经济利益或其他关系造成
的利益冲突; (3)所有作者均审读过该文并同
意发表, 所有作者均符合作者条件, 所有作者
均同意该文代表其真实研究成果, 保证文责自
负; (4)列出通讯作者的姓名、职称、地址、电
话、传真和电子邮件; 通讯作者应负责与其他
作者联系, 修改并最终审核复核稿; (5)列出作
者贡献分布; (6)来稿应附有作者工作单位的推
荐信, 保证无泄密, 如果是几个单位合作的论
文, 则需要提供所有参与单位的推荐信; (7)愿
将印刷版和电子版出版权转让给本刊编辑部.
６．２ 稿件修改 来稿经同行专家审查后, 认为内
容需要修改、补充或删节时, 本刊编辑部将
把退修稿连同审稿意见、编辑意见发给作者
修改, 而作者必须于15天内将单位介绍信、
作者符合要点承诺书、版权转让信等书面材
料电子版发回编辑部, 同时将修改后的电子

4 写作格式实例

稿件上传至在线办公系统; 逾期寄回, 所造成

4.1 述评写作格式实例

的问题由作者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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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 版权 本论文发表后作者享有非专有权, 文

4.2 研究原著写作格式实例

责由作者自负. 作者可在本单位或本人著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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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汇编出版以及用于宣讲和交流, 但应注明发

4.3 焦点论坛写作格式实例

表于《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年; 卷(期):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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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页码. 如有国内外其他单位和个人复制、翻

4.4 文献综述写作格式实例

译出版等商业活动, 须征得《世界华人消化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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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编辑部书面同意, 其编辑版权属本刊所有.

4.5 研究快报写作格式实例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yjkb.asp
4.6 临床经验写作格式实例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lcjy.asp
4.7 病例报告写作格式实例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blbg.asp

5 投稿方式
接受在线投稿, 不接受其他方式的投稿,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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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国内国际会议预告

2015-01-15/17
2015年胃肠道癌症研讨会(GCS)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gicasym.org/

2015-05-07/08
欧洲胃肠镜协会大会(ESGE)
会议地点: 荷兰
联系方式: http://www.esge.com/

2015-02-05/07
欧洲癌症研究协会大会(EACR)
会议地点: 德国
联系方式: http://www.eacr.org/radiationbiology2015/

2015-05-16/19
美国消化疾病周(DDW)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ddw.org/

2015-03-12/15
2015年第24届亚太肝病研究协会肝病大会(APASL)
会议地点: 土耳其
联系方式: http://apasl.info/about

2015-05-29/06-02
2015年美国临床肿瘤协会年会(ASCO)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am.asco.org/

2015-03-11/13
2 0 1 5年欧洲神经内分泌肿瘤学会第12届年度会议
(ENETS)
活动地点: 西班牙
联系方式: http://www.aihcc.com

2015-06-26/28
2015年世界病毒性肝炎峰会(ISVHLD)
会议地点: 德国
联系方式: http://www.isvhld2015.org/
2015-07-01/04
第17届世界胃肠癌大会(WGIC)
会议地点: 西班牙
联系方式: http://worldgicancer.com

2015-03-18/21
2015年第5届亚太肝胆胰腺协会双年会(A-PHPBA)
会议地点: 新加坡
联系方式: http://aphpba2015.com/
2015-03-25/28
2015年第68届肿瘤外科学会年会(SSOACS)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aihcc.com

2015-09-25/29
第18届欧洲癌症大会(ECCO)
会议地点: 奥地利
联系方式: http://www.ecco-org.eu/

2015-04-17/19
2015中国超声医学学术大会(CCUM)
会议地点: 中国
联系方式: http://www.cuda.org.cn

2015-09-25/29
第40届欧洲临床肿瘤协会年会(ESMO)
会议地点: 奥地利
联系方式: http://www.esmo.org/

2015-04-18/22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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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Home.aspx

2015-09-28/10-02
世界胃肠病组织大会(AGW/WGO)
会议地点: 澳大利亚
联系方式: http://www.worldgastroenterology.org/

2015-04-22/25
第6届欧洲肿瘤介入大会(ECIO)
会议地点: 法国
联系方式: http://www.ecio.org/

2015-10-18/21
第57届美国放射肿瘤协会大会(ASTRO)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s://www.astro.org/

2015-04-22/26
2015年第50届欧洲肝病研究协年会(EASL)
会议地点: 奥地利
联系方式: http://www.easl.eu/

2015-10-24/28
第23届欧洲联合胃肠病学周(UEG)
会议地点: 西班牙
联系方式: http://www.ueg.eu/

2015-05-06/09
2015年世界肿瘤介入大会(WCIO)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io-central.org/

2015-12-03/06
亚太消化病周(APDW)
会议地点: 台湾
联系方式: http://www.apdwcongr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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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谢
柏愚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消化内科

姜又红 教授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光 教授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器官外科

靳雁 副主任护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消化一科

陈海龙 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办

李勇 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消化科

陈进宏 副主任医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外科

李瑜元 教授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

陈卫昌 教授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科

梁国刚 教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程树群 教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综合治疗三科

王学美 研究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研究室

程英升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放射科

王铮 副研究员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肝胆病院肝胆外科

戴菲 副主任医师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吴建兵 教授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肿瘤科

邓庆 副研究员
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功能基因组部

杨江华 副教授
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感染科

杜雅菊 教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

张力为 主任医师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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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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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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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宗明 教授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医学中心

荚卫东 教授
安徽省立院肝脏外科

赵铁建 教授
广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

江建新 副主任医师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肝胆外科

郑鹏远 教授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

姜相君 主任医师
青岛市市立医院消化科

庄林 主任医师
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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