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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之一。由于输注的骨髓细胞没有分类，因此，

何种骨髓细胞参与了肝细胞再生尚未确定。先

要考虑的是骨髓中具有发展成为肝细胞能力的

细胞有什么特性?最有可能成为候选细胞的是

造血干细胞。在造血干细胞和推定的人肝脏内

的干细胞之间确实有一些联系：如它们都共有

干细胞因子配体／受体系统SCF／c—kit，Theise

等在小鼠实验中发现移植CD。。+的骨髓亚系，

出现Y染色体阳性肝细胞的效率是全骨髓移

植效率的100倍。这些证据都说明造血干细胞

至少是骨髓细胞中一种可以转化为肝细胞的候

选细胞。另外，骨髓来源的问叶于细胞具有广谱

的分化潜能，它与肝细胞的转化之间的关系怎

样?它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我们尚不清楚。

总之，以上试验对成年动物体内干细胞在

体内条件下可塑性的揭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实用价值。它提示人类组织工程细胞除取自

胚胎干细胞外，还可从自己的体细胞中获得，而

且不受组织相容性和伦理方面的限制，为干细

胞的定向培养和应用带来了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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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糖基转铁蛋白诊断慢性酒精中毒的研究进展

天津市第一医院肝病研究所(300010) 陆 伟 邱秀霞综述 刘兆江审校

摘要研究表明，缺糖基转铁蛋白(CDT)是诊断慢性酒精中毒的有效标志物，可作为酒精相

关性生化和社会心理功能障碍严重程度的指标，现就CDT临床应用方面作一综述。

关键词CDT慢性酒精中毒 临床应用

慢性酒精中毒可改变转铁蛋白糖基化，常

引起转铁蛋白丢失某些糖基末端链，如唾液酸、

半乳糖和N一乙酰氨基葡萄糖，因此将这种异常

转铁蛋白命名为缺糖基转铁蛋白(carbohyd

ratedeficient transferrin，CDT)。已经证明每天

饮酒60克以上的病人81％转铁蛋白可出现这

种微异质性变化，重度饮酒至少～周才出现

CDT升高，戒酒后CDT恢复正常，其半衰期约

15天。

转铁蛋白检测的主要方法是等电聚焦法、

阴离子交换层析法、色谱聚焦法、聚丙烯酰胺凝

胶等电聚焦法。Yoshikawa等[2]1999年建立了

植物凝集素亲和层析法检测CDT，用这两种层

析柱检测44例酒精性肝病病人的敏感性分别

为100％和98％，特异性为93％和85％。Henry

等[13制备了直接抗转铁蛋白N一432糖基位氨基

酸序列的特异性抗体(SZ一350)，发现SZ一350只

识别没有或仅有一个糖基的转铁蛋白异质体，

认为用直接抗糖蛋白N一糖基位点的特异性抗

体，可建立诊断慢性酒精中毒更特异的免疫化
万方数据



·234·

学方法。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缺糖基转铁蛋白进行

了广泛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多数学者认为

CDT是诊断慢性酒精中毒和酒精性肝病良好

的生化标志[2。5]。CDT不仅是严重酗酒的标志，

也可以作为酒精相关性生化和社会心理功能障

碍严重程度的指标。Meerkerk等[6]检测三种不

同饮酒类型(不规律酗酒，规律酗酒，大量酗酒)

的524例男性标本CDT，并与GGT(7一谷氨酸

转肽酶)、MCV(红细胞平均容积)进行敏感性、

特异性的比较，结果认为CDT仍为最好的有

效的酒精标志物。CDT在酗酒者的血清中显著

升高，而在戒酒后迅速降至正常水平。Huseby

等[7]对25例酒精依赖病人进行了4周监测，了

解其每周饮酒量，并对CDT、GGT进行分析，

14例饮酒量增加的病人中(饮酒量平均值从57

克／天增加到101克／天)，11例CDT增加，14

例CDT平均值从5．5％增加到6．7％(P<

0．05)，但GGT没有显著增加，表明CDT的敏

感性高于GGT。Agelink等[81对70例精神分裂

症患者进行慕尼黑酒精中毒试验(Munich A1一

eoholism Test，MAI。T)、应用MAI。T，发现

42．8 oA酗酒，GGT与CDT检测酗酒者的敏感

性分别为70．6％和58．8％，有异常GGT，但

MAI。T值较低的用精神抑郁药治疗的精神分

裂症患者，其相应的CDT可作为较高的敏感

性标志物，并被证实患有酒精中毒。Sadler等口]

比较了GGT、CDT、血液酒精浓度等作为慢性

酒精中毒指标在尸检诊断中的价值，认为CDT

是最好的酒精标志物。Malcolm等[10]对25例

死亡者的血清标本进行检测，17例酒精中毒者

中15例CDT阳性，提示其在诊断慢性饮酒的

敏感性88％；8例未证实为酒精中毒者中3例

CDT阳性，特异性63％。所有标本血清CDT

水平与死亡后采集血清的时间没有相关关系，

提示至少死后36小时内CDT保持稳定，可作

为医疗机构诊断死前酗酒的有用指标。Rey—

naud等口妇报道，血清CDT正常值为<60 mg／

l；60～100 mg／1提示可能有酒精中毒；>100

rag／1提示严重酒精中毒(特异性99％)，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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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范围为60％～91％，特异性范围为92％

～100％，半衰期为(17±4)天。作者研究了31

例GGT正常的酒精依赖病人，评价了戒酒当

天和15天后的CDT，同时测定GGT、MCV。结

果这些病人CDT的敏感性83．9％(31例中26

例阳性)，特异性92．2％，戒酒15天后降为

36％，因此，在GGT正常者中，CDT是诊断酒

精中毒和随访的很有用的标志，但试验费用和

操作比GGT昂贵和复杂。Aithal等口21将81例

饮酒者分为轻度(<100 g／周)、中度(100---400

g／周)、重度(>400 g／周)，并分析血清CDT水

平的变化与摄人量的关系，严重饮酒者血清

CDT均值较其它均值有显著性增高，血清

CDT与GAGE明显相关，与酒精每日记录量

无关，当联合应用CDT、GGT、MCV标志物检

测时，其中任意两种结合测定严重饮酒者的敏

感性为85％，特异性为88％，阳性预兆值为

61％，认为对大量饮酒的门诊病人，常规标志物

检测如血清GGT、MCV比血清CDT更加适用

于酒精摄入的估计，当CDT结合血清GGT、

MCV使用时，对检测严重饮酒者更加有用。强

调详细病史记录包括标准问卷的重要性。而

Mundle等n胡对177例酒精依赖性病人于戒酒

后数日检测GGT、CDT、MCV，发现GGT最敏

感。Sillanaukee等口43认为单用任一生化标志物

敏感性均较低，他们检测465例患者的CDT、

MCV、AST、AI。T和GGT，结果表明它们的阳

性率，男性分别为39％、28％、12％、28％、

33％；女性为29％、40％、20％、29％、34％。应

用三重联合(CDT+MCV+GGT)敏感性分别

为男性69％，女性70％，因而认为联合应用标

志物可提高敏感性。Musshoff等[1s]也对多种酒

精中毒生化标志物进行回顾性研究，认为不存

在对酒精中毒作出真实、准确诊断的实验室试

验，问诊、调查表和实验标志物的联用对酒精中

毒的诊断是必要的。

Meregalli等[161比较了伴有肝病的酗酒者

和非酗酒者的CDT、GGT、MCV，结果证实酗

酒者的CDT敏感性虽然低于GGT、MCV，但

其特异性却高于这两项指标。肝脏的损伤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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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影响CDT值，而肝脏损伤和药物等因素则

明显影响GGT和MCV。在年轻酗酒者中CDT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明显大于GGT和MCV。

Yoshikawa等[23检测了84例患者血清CDT，

包括3例糖类缺乏糖蛋白综合症1A型

(CDGAlA)病人，41例慢性酗酒者(CAA)，20

例肝癌(HCC)以及20名健康对照，这84例都

有转铁蛋白C表型，结果表明CAA和

CDGSlA的CDT—alloA和CDT—TJA—I高于对

照组，而且在严重的非酒精性肝病如HCC中

无假阳性。肝硬化对CDT的影响还不甚清楚，

最近有报道表明r3]作为酗酒标志CDT的敏感

性因受肝损伤的严重程度的影响其作用价值降

低。非酒精性肝硬化已有假阳性报道，推测假阳

性和假阴性结果与肝硬化有关。此外，肝硬化病

人中的矛盾结果还与病人血清铁水平有关，事

实上，假阳性与缺铁有关，例如亚临床慢性出

血，转铁蛋白合成增加等。而假阴性部分原因是

铁储存增加的结果，常见于酒精性肝病和转铁

蛋白合成减少。Meerkerk等[5]选择524例男

性，他们患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疾病：高血压、哮

喘／支气管炎、糖尿病、脂膜炎／脂质代谢障碍、

心绞痛、抑郁症和消化道障碍。这些疾病或服用

的相关药物不影响CDT的特异性。Perret

等[173为进一步确定有或没有慢性酗酒的慢性

乙肝和慢性丙肝患者的CDT水平，检测了66

例慢性乙肝／丙肝病人的CDT，慢性乙肝病人

中2例戒酒者CDT升高，46例慢性丙肝病人

中10例(22％)病人饮酒，男每天少于60克，女

每天30克，其CDT水平升高，表明CDT对酗

酒者的总特异性为78％，提示CDT升高与慢

性病毒性肝炎存在相关性。CDT水平与慢性乙

型肝炎和慢性丙型肝炎的组织学分级和分期无

关，亦与肝脏合成和细胞损伤的生化标志无关。

因此，无慢性酗酒的慢性病毒性肝炎病人的

CDT可以升高。

病人的年龄对MCV、AI。T、GGT影响较

大，高体重指数可使所有的转氨酶升高而

CDT、MCV降低[1引。Mundle等[13]认为，年龄

对CDT、GGT无明显影响，而与MCV呈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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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CDT、GGT、MCV敏感性与戒酒时间有关，

戒酒>4天者，CDT、GGT、MCV敏感性(分别

为14％、33％、42％)明显低于戒酒≤4天者(分

别为56％、72％、48％)，联合应用CDT、GGT

敏感性>90％；戒酒>30天，CDT、GGT有意

义，而MCV无意义。Huseby等[1胡发现，虽然男

女两组病人的饮酒量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女性

CDT的敏感性低于男性；36～50岁人群中

CDT的敏感性最高，而老年人GGT的敏感性

最高；这些差异不仅与饮酒量相关，而且也与饮

酒的模式和饮酒时间有关。CDT和GGT在不

同人群中对饮酒量的反应不同，这两种标志与

性别、年龄和饮酒量相关，而且与病人酗酒史相

关。CDT不是健康人群短期大量饮酒的敏感指

标。Taisto[193对伴有酒精中毒的孕妇进行

CDT、GGT、MCV检测，发现GGT、MCV是最

有效的标志物。病人的血清铁水平显著影响血

清CDT水平[6]：铁过量，酗酒者的CDT敏感性

降低；铁缺乏，非酗酒者CDT的特异性降低，

因此，当铁储量正常时CDT是酗酒的可靠标

志。虽然CDT是近期酗酒的可靠标志，但某些

因素可影响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其中铁的水平

起重要作用。

CDT已被认为是诊断酗酒最敏感和特异

的生化指标，但是慢性酒精中毒引起CDT升

高的机理仍然不明。有学者[16]用含酒精(占能

量的36％)和含等卡洛里葡萄糖的液体饲料喂

饲8对鼠，4周后采集血和肝组织标本，结果喂

酒精鼠的CDT比对照组增加45％，P<o．05，

喂酒精鼠的唾液酸转移酶(ST)、半乳糖转移酶

(GT)、N一乙酰葡萄糖胺转移酶(N—AGT)，这些

与转铁蛋白糖基侧连合成有关的糖基转移酶在

肝组织匀浆和高尔基小体(Golgi fraction，

GFl)内分别减少24％和40％(P<O．05)、23 0A

和51％(Pd0．05)、20％和26％(JP<0．05)，这

些酶活性在肝脏GF2和GF3中也明显减少。

这些酶活性的抑制是因为(至少部分因为)乙醛

对酶灭活，而乙醇本身无作用。在人类也得到类

似结果：5例酗酒者与3例非饮酒者比较，酗酒

者肝组织中唾液酸转移酶减少23％，而唾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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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增加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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凋亡信号传导在急性胰腺炎发病中的作用研究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200025)潘 亮 袁耀宗综述

摘要 目前研究发现，急性胰腺炎的发生发展与细胞凋亡传导途径相关，其中与Caspase家

族、Fas／FasI。系统和Bcl一2家族的关系尤为密切，阐明凋亡信号传导途径有助于了解急性胰腺炎

的发病机制。

关键词 凋亡信号传导急性胰腺炎

急性胰腺炎确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目

前的研究重点之一是试图阐明凋亡信号传导途

径在急性胰腺炎发病中的作用。对凋亡传导途

径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急性胰腺炎发病机制

的认识，并对临床治疗提供分子生物学理论基

础。

1凋亡信号传导

1．1 Fas和Caspase家族

参与凋亡信号传导途径的主要细胞结构是

膜受体和死亡特异酶，目前研究较多的膜受体

是Fas，而死亡特异酶是Caspase家族，Caspase

是半胱氨酸依赖的天冬氨酸特异的蛋白酶，同

其他大多数酶一样，它以酶原的形式合成和分

泌，这些酶原都包含三个结构域：N端结构域、

P20、P10，通过已被激活的上游Caspase的蛋

白水解作用将下游Caspase前体激活成活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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